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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市中医医院文件
泸市中医院〔2022〕79 号

泸州市中医医院
关于授予临床医师特殊药品责任医师

授权的通知

各科室、各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医院单行支付药品和国家药品目录内高值药

品管理工作，结合《泸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单行支付药品和

国家药品目录内高值药品经办管理工作的通知》（泸市医保中心

发〔2022〕4号）要求，现授予临床医师特殊药品责任医师权限，

现通知如下。



— 2—

附件：泸州市特殊药品责任医师名单

泸州市中医医院

2022年 6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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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泸州市特殊药品责任医师名单

一、认定医师名单

序

号
认定机构名称 科室 姓名

专业

职称
可认定的特殊药品对应病种 可处方的特殊药品名称

1 泸州市中医医院
普通

外科
胡伟

主任

医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卵巢癌、慢性

丙型病毒性肝炎、乳腺癌、软组织肉瘤、神经内分泌瘤、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胃癌、胃

腺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肠道间质瘤、

原发性腹膜癌、克罗恩病、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

胶囊、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氟唑帕利胶囊、阿贝西利片、甲

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

射用维迪西妥单抗、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

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

可洛派韦胶囊、注射用伊尼妥单抗、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

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盐酸安罗替尼胶

囊、瑞戈非尼片、奥拉帕利片、帕妥珠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

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注射用英夫利

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阿

达木单抗、舒尼替尼、氟维司群、伊马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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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胸外

科、泌

尿 外

科、神

经外科

梁天成
主任

医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肝细胞癌、胶质

母细胞瘤、巨细胞星型细胞瘤、尿路上皮癌、前列腺癌、

肾细胞癌、食管鳞癌、肢端肥大症、恶性胸膜间皮瘤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阿帕他

胺片、达罗他胺片、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替雷

利珠单抗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恩扎卢胺软胶囊、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

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培唑帕尼片、

阿昔替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

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依维莫司片、贝伐珠单抗、厄洛替尼、

阿法替尼、阿比特龙、盐酸埃克替尼片、吉非替尼、培美曲塞

3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肺病科 李玉梅
主任

医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动脉高压、过

敏性哮喘、间质性肺疾病、结核病、口咽念珠菌病、鳞

状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替雷利

珠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

替尼胶囊、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

片、马昔腾坦片、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

德拉马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

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注射用奥马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厄

洛替尼、阿法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培美曲塞

4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肺病科 吴智惠
主任

医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动脉高压、过

敏性哮喘、间质性肺疾病、结核病、口咽念珠菌病、鳞

状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替雷利

珠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

替尼胶囊、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

片、马昔腾坦片、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

德拉马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

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注射用奥马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厄

洛替尼、阿法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培美曲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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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肾病、

血液科
仇燚

主任

医师

B 型血友病、C型尼曼匹克病、β-地中海贫血、多发性

骨髓瘤、多发性硬化、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法布

雷病、非小细胞肺癌、复发或难治外周 T细胞淋巴瘤

（PTCL）、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性白血病、肾细胞癌、肾血管平

滑肌脂肪瘤、套细胞淋巴瘤、先天性血友病、血小板减

少症、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ITP）、重度粒细胞缺乏、原发性骨髓纤维化、中

性粒细胞减少症、弥漫大 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儿

童甲型血友病、成人甲型血友病、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儿童乙型血友病、成人乙型血友病、再生障碍性

贫血（SAA）、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获得性血友病、先天性 FⅦ缺乏症、

血小板无力症、继发性骨髓纤维化、输血依赖性疾病所

致的铁过载、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急性髓系（性）

白血病、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滤泡性非霍奇金

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

人凝血因子Ⅸ、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海曲泊帕乙醇胺片、盐

酸恩沙替尼胶囊、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达雷妥尤

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氨吡啶缓释片、阿加糖酶α注射

用浓溶液、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射

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马替尼片、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

莫德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

尼胶囊、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培门冬酶注射液、麦格司他胶

囊、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信迪

利单抗注射液、磷酸芦可替尼片、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司亭

注射液、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索拉非尼、

地拉罗司、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利妥

昔单抗、重组人凝血因子Ⅷ、艾曲泊帕乙醇胺片、聚乙二醇化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伊

马替尼、达沙替尼、地西他滨、重组人凝血因子 IX、重组人

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6 泸州市中医医院
内分

泌科
芶勇

主任

医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骨质疏松、甲状腺髓样癌、类风湿性

关节炎、神经内分泌瘤、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胰腺

神经内分泌瘤、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肢端肥大症、

胃肠道或肺源神经内分泌肿瘤、多发性骨髓瘤、重度粒

细胞缺乏、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

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索凡替尼胶囊、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

（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巴瑞替尼片、依那西普注射液、

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依维莫司片、注

射用英夫利西单抗、索拉非尼、托法替布、阿达木单抗、舒尼

替尼、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

单抗、托珠单抗、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泊沙

康唑口服混悬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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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泸州市中医医院 皮肤科 甘文权
主任

医师

艾滋病、斑块状银屑病、黑色素瘤、特应性皮炎、系统

性红斑狼疮、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

艾诺韦林片、拉米夫定多替拉韦片、比克恩丙诺片、醋酸艾替

班特注射液、注射用泰它西普、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依奇珠单

抗注射液、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奈韦拉平齐多拉米双夫定片、

注射用艾博韦泰、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曲美替尼片、甲磺酸

达拉非尼胶囊、注射用贝利尤单抗、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维

莫非尼片、艾考恩丙替片、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

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8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脑 病

科、肿

瘤科

张帆
主任

医师

C 型尼曼匹克病、鼻咽癌、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硬化、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分化型甲状腺癌、复发或难治外周 T细胞淋巴瘤（PTCL）、肝

细胞癌、骨巨细胞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黑色素瘤、亨廷

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脊髓性肌萎缩症、甲状腺髓样癌、

胶质母细胞瘤、结直肠癌、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巨细胞星型

细胞瘤、卵巢癌、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

性白血病、乳腺癌、前列腺癌、尿路上皮癌、软组织肉瘤、肾

细胞癌、神经内分泌瘤、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食管鳞癌、头

颈部鳞状细胞癌、套细胞淋巴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

合部腺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重度粒

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弥漫大 B

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胸膜

间皮瘤、血小板减少症、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

巴瘤、输卵管癌、迟发性运动障碍、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胃肠

道或肺源神经内分泌肿瘤、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急性髓

系（性）白血病、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

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小细胞肺癌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

达可替尼片、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氟唑帕利胶囊、

帕米帕利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马来酸

奈拉替尼片、索凡替尼胶囊、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

胶囊、阿帕他胺片、达罗他胺片、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诺西

那生钠注射液、氨吡啶缓释片、注射用伊尼妥单抗、替雷利珠

单抗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

磺酸氟马替尼片、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

拉非尼胶囊、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恩扎卢胺软胶囊、甲苯磺

酸尼拉帕利胶囊、地舒单抗注射液、西尼莫德片片、盐酸芬戈

莫德胶囊、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西妥昔单

抗注射液、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

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瑞戈非尼片、

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尼胶囊、维莫非尼片、枸橼酸伊沙佐米

胶囊、培门冬酶注射液、奥拉帕利片、麦格司他胶囊、泊沙康

唑口服混悬液、尼妥珠单抗注射液、帕妥珠单抗注射液、信迪

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尼胶囊、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

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

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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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布替尼胶囊、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厄洛替

尼、索拉非尼、阿法替尼、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氟维司群、

利妥昔单抗、阿比特龙、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聚乙

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盐酸埃克替尼片、吉非替尼、

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培美曲塞、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9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李彬
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

瘤、脊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

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

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

单抗注射液、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

达木单抗、来那度胺、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

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10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汪永泉 科主任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

瘤、脊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

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

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

单抗注射液、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

达木单抗、来那度胺、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

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11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杨陈一 科主任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

瘤、脊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

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

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

单抗注射液、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

达木单抗、来那度胺、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

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12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罗玉辉
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

帕利片

13 泸州市中医医院

眼耳鼻

喉口腔

科

何启红
主任

医师

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的黄斑水肿、湿性年龄相关性黄

斑变性、葡萄膜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脉络膜新生血

管病

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阿柏西普眼

内注射溶液、雷珠单抗注射液、阿达木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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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

内科
刘刚

主任

医师

多发性硬化、肺动脉高压、特发性心肌病（转甲状腺素

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

氨吡啶缓释片、氯苯唑酸软胶囊、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

胶囊、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

马昔腾坦片、特立氟胺片

15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

内科
朱彬 科主任

多发性硬化、肺动脉高压、特发性心肌病（转甲状腺素

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

氨吡啶缓释片、氯苯唑酸软胶囊、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

胶囊、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

马昔腾坦片、特立氟胺片

16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脾胃病

科、肝

病科

李荣军 科主任

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

丙型病毒性肝炎、神经内分泌瘤、胃癌、胃癌（包括胃

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血小板减

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

胶囊、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

单抗、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

射用维得利珠单抗、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

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仑伐替尼

胶囊、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瑞戈非尼片、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

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信迪利单抗注射

液、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阿达木单抗、

舒尼替尼、伊马替尼

17 泸州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

学科
罗彦 科主任

重度粒细胞缺乏、口咽念珠菌病、接合菌纲类感染性疾

病、过敏性哮喘
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注射用奥马珠单抗

18 泸州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金玉峰 科主任 亨廷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 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

19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脑病科 宋璞
主任

医师

神经内分泌瘤、脊髓性肌萎缩症、多发性硬化、亨廷顿

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C 型尼曼

匹克病、巨细胞星型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

索凡替尼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氨吡啶缓释片、西尼莫德

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

液、麦格司他胶囊、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贝伐珠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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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疗医师名单

序

号
治疗机构名称 科室 姓名

专业 职

称
可治疗的特殊药品对应病种 可处方的特殊药品名称

1 泸州市中医医院
普通

外科
胡伟

主任 医

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卵巢癌、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乳腺癌、软组织肉瘤、神经内分泌瘤、头颈部鳞状

细胞癌、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胃癌、胃腺癌、胃癌（包括

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克罗恩

病、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氟唑帕利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

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

单抗、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注射用伊尼妥单抗、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盐酸安罗替尼胶囊、瑞戈非尼片、奥拉帕利片、帕妥珠单抗注射液、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注射用英夫

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阿达木

单抗、舒尼替尼、氟维司群、伊马替尼

2 泸州市中医医院
普通

外科
杨华国

副主任

医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卵巢癌、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乳腺癌、软组织肉瘤、神经内分泌瘤、头颈部鳞状

细胞癌、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胃癌、胃腺癌、胃癌（包括

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克罗恩

病、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氟唑帕利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

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

单抗、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注射用伊尼妥单抗、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盐酸安罗替尼胶囊、瑞戈非尼片、奥拉帕利片、帕妥珠单抗注射液、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注射用英夫

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阿达木

单抗、舒尼替尼、氟维司群、伊马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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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泸州市中医医院
普通

外科
魏宇

副主任

医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卵巢癌、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乳腺癌、软组织肉瘤、神经内分泌瘤、头颈部鳞状

细胞癌、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胃癌、胃腺癌、胃癌（包括

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克罗恩

病、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氟唑帕利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

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

单抗、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注射用伊尼妥单抗、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盐酸安罗替尼胶囊、瑞戈非尼片、奥拉帕利片、帕妥珠单抗注射液、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注射用英夫

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阿达木

单抗、舒尼替尼、氟维司群、伊马替尼

4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胸外

科、泌

尿 外

科、神

经外科

梁天成
主任

医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肝细胞癌、胶质母细胞

瘤、巨细胞星型细胞瘤、尿路上皮癌、前列腺癌、肾细胞癌、

食管鳞癌、肢端肥大症、恶性胸膜间皮瘤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阿帕他胺片、

达罗他胺片、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替雷利珠单抗注射

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阿美替尼片、

恩扎卢胺软胶囊、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

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依维莫司片、贝

伐珠单抗、厄洛替尼、阿法替尼、阿比特龙、盐酸埃克替尼片、吉非

替尼、培美曲塞

5 泸州市中医医院
泌尿

外科
巫骏川

副主任

医师
前列腺癌、尿路上皮癌、肾细胞癌

阿帕他胺片、达罗他胺片、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

液、恩扎卢胺软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阿比特龙

6 泸州市中医医院
泌尿

外科
张大亮

副主任

医师
前列腺癌、尿路上皮癌、肾细胞癌

阿帕他胺片、达罗他胺片、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

液、恩扎卢胺软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阿比特龙

7 泸州市中医医院
神经

外科
谢勇

副主任

医师
肢端肥大症、巨细胞星型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 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依维莫司片、贝伐珠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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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泸州市中医医院
神经

外科
李强

副主任

医师
肢端肥大症、巨细胞星型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 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依维莫司片、贝伐珠单抗

9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肺病科 李玉梅
主任 医

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动脉高压、过敏性哮

喘、间质性肺疾病、结核病、口咽念珠菌病、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小细胞肺癌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液、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甲磺酸奥希替

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司来帕格

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片、泊沙康唑

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德拉马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注射用奥马珠单

抗、贝伐珠单抗、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培美

曲塞

10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肺病科 吴智惠
主任 医

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动脉高压、过敏性哮

喘、间质性肺疾病、结核病、口咽念珠菌病、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小细胞肺癌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液、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甲磺酸奥希替

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司来帕格

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片、泊沙康唑

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德拉马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注射用奥马珠单

抗、贝伐珠单抗、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培美

曲塞

11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肺病科 张华
副主任

医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动脉高压、过敏性哮

喘、间质性肺疾病、结核病、口咽念珠菌病、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小细胞肺癌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液、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甲磺酸奥希替

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司来帕格

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片、泊沙康唑

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德拉马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注射用奥马珠单

抗、贝伐珠单抗、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培美

曲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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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肺病科 李钱
副主任

医师

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动脉高压、过敏性哮

喘、间质性肺疾病、结核病、口咽念珠菌病、鳞状非小细胞肺

癌、小细胞肺癌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替尼片、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液、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甲磺酸奥希替

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司来帕格

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片、泊沙康唑

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德拉马尼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注射用奥马珠单

抗、贝伐珠单抗、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埃克替尼、吉非替尼、培美

曲塞

13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肾病、

血液科
仇燚

主任

医师

B 型血友病、C型尼曼匹克病、β-地中海贫血、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硬化、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法布雷病、非小细胞

肺癌、复发或难治外周 T细胞淋巴瘤（PTCL）、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性白血

病、肾细胞癌、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套细胞淋巴瘤、先天性

血友病、血小板减少症、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重度粒细胞缺乏、原发性骨髓纤

维化、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弥漫大 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儿童甲型血友病、成人甲型血友病、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乙型血友病、成人乙型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SAA）、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获得性血友病、先天性 FⅦ缺乏症、血小板无力症、继发性骨

髓纤维化、输血依赖性疾病所致的铁过载、慢性粒-单核细胞

白血病、急性髓系（性）白血病、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

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

人凝血因子Ⅸ、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海曲泊帕乙醇胺片、盐酸恩沙

替尼胶囊、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

泊马度胺胶囊、氨吡啶缓释片、阿加糖酶α注射用浓溶液、马来酸阿

伐曲泊帕片、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

马替尼片、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

片、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尼胶囊、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培门冬酶

注射液、麦格司他胶囊、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泊沙康唑口服混

悬液、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磷酸芦可替尼片、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

司亭注射液、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索拉非尼、

地拉罗司、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利妥昔单抗、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艾曲泊帕乙醇胺片、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

子（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地

西他滨、重组人凝血因子 IX、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14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肾病、

血液科
黄远琼

副主任

医师

B 型血友病、C型尼曼匹克病、β-地中海贫血、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硬化、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法布雷病、非小细胞

人凝血因子Ⅸ、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海曲泊帕乙醇胺片、盐酸恩沙

替尼胶囊、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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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复发或难治外周 T细胞淋巴瘤（PTCL）、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性白血

病、肾细胞癌、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套细胞淋巴瘤、先天性

血友病、血小板减少症、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重度粒细胞缺乏、原发性骨髓纤

维化、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弥漫大 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儿童甲型血友病、成人甲型血友病、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乙型血友病、成人乙型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SAA）、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获得性血友病、先天性 FⅦ缺乏症、血小板无力症、继发性骨

髓纤维化、输血依赖性疾病所致的铁过载、慢性粒-单核细胞

白血病、急性髓系（性）白血病、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

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

泊马度胺胶囊、氨吡啶缓释片、阿加糖酶α注射用浓溶液、马来酸阿

伐曲泊帕片、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

马替尼片、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

片、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尼胶囊、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培门冬酶

注射液、麦格司他胶囊、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泊沙康唑口服混

悬液、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磷酸芦可替尼片、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

司亭注射液、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索拉非尼、

地拉罗司、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利妥昔单抗、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艾曲泊帕乙醇胺片、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

子（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地

西他滨、重组人凝血因子 IX、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15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肾病、

血液科
张文强

副主任

医师

B 型血友病、C型尼曼匹克病、β-地中海贫血、多发性骨髓瘤、

多发性硬化、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法布雷病、非小细胞

肺癌、复发或难治外周 T细胞淋巴瘤（PTCL）、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性白血

病、肾细胞癌、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套细胞淋巴瘤、先天性

血友病、血小板减少症、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重度粒细胞缺乏、原发性骨髓纤

维化、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弥漫大 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儿童甲型血友病、成人甲型血友病、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儿童乙型血友病、成人乙型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SAA）、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获得性血友病、先天性 FⅦ缺乏症、血小板无力症、继发性骨

髓纤维化、输血依赖性疾病所致的铁过载、慢性粒-单核细胞

白血病、急性髓系（性）白血病、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

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

人凝血因子Ⅸ、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海曲泊帕乙醇胺片、盐酸恩沙

替尼胶囊、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

泊马度胺胶囊、氨吡啶缓释片、阿加糖酶α注射用浓溶液、马来酸阿

伐曲泊帕片、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

马替尼片、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

片、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尼胶囊、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培门冬酶

注射液、麦格司他胶囊、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泊沙康唑口服混

悬液、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磷酸芦可替尼片、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

司亭注射液、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索拉非尼、

地拉罗司、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来那度胺、硼替佐米、利妥昔单抗、

重组人凝血因子Ⅷ、艾曲泊帕乙醇胺片、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

子（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地

西他滨、重组人凝血因子 IX、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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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泸州市中医医院
内分

泌科
芶勇

主任

医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骨质疏松、甲状腺髓样癌、类风湿性关节炎、

神经内分泌瘤、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胰腺神经内分泌瘤、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肢端肥大症、胃肠道或肺源神经内

分泌肿瘤、多发性骨髓瘤、重度粒细胞缺乏、多关节型幼年特

发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索凡替尼胶囊、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

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巴瑞替尼片、依那西普注射液、注射用醋酸奥

曲肽微球、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依维莫司片、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索拉非尼、托法替布、阿达木单抗、舒尼替尼、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

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托珠单抗、达雷妥尤单抗注射

液、泊马度胺胶囊、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17 泸州市中医医院
内分泌

科
范秀容

副主任

医师

分化型甲状腺癌、骨质疏松、甲状腺髓样癌、类风湿性关节炎、

神经内分泌瘤、胃、肠、胰内分泌肿瘤、胰腺神经内分泌瘤、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肢端肥大症、胃肠道或肺源神经内

分泌肿瘤、多发性骨髓瘤、重度粒细胞缺乏、多关节型幼年特

发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索凡替尼胶囊、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

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巴瑞替尼片、依那西普注射液、注射用醋酸奥

曲肽微球、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依维莫司片、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索拉非尼、托法替布、阿达木单抗、舒尼替尼、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

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托珠单抗、达雷妥尤单抗注射

液、泊马度胺胶囊、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18 泸州市中医医院 皮肤科 甘文权
主任

医师

艾滋病、斑块状银屑病、黑色素瘤、特应性皮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

艾诺韦林片、拉米夫定多替拉韦片、比克恩丙诺片、醋酸艾替班特注

射液、注射用泰它西普、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依奇珠单抗注射液、度

普利尤单抗注射液、奈韦拉平齐多拉米双夫定片、注射用艾博韦泰、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注射用贝

利尤单抗、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维莫非尼片、艾考恩丙替片、注射

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

合蛋白

19 泸州市中医医院 皮肤科 李莹
副主任

医师

艾滋病、斑块状银屑病、黑色素瘤、特应性皮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

艾诺韦林片、拉米夫定多替拉韦片、比克恩丙诺片、醋酸艾替班特注

射液、注射用泰它西普、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依奇珠单抗注射液、度

普利尤单抗注射液、奈韦拉平齐多拉米双夫定片、注射用艾博韦泰、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注射用贝

利尤单抗、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维莫非尼片、艾考恩丙替片、注射

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

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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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泸州市中医医院 皮肤科 邱旌伟
副主任

医师

艾滋病、斑块状银屑病、黑色素瘤、特应性皮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

艾诺韦林片、拉米夫定多替拉韦片、比克恩丙诺片、醋酸艾替班特注

射液、注射用泰它西普、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依奇珠单抗注射液、度

普利尤单抗注射液、奈韦拉平齐多拉米双夫定片、注射用艾博韦泰、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注射用贝

利尤单抗、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维莫非尼片、艾考恩丙替片、注射

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

合蛋白

21 泸州市中医医院

神经内

科、肿

瘤科

张帆
主任

医师

C 型尼曼匹克病、鼻咽癌、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硬化、儿童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分化型甲状腺癌、复发或难治外周 T细胞淋巴瘤（PTCL）、肝

细胞癌、骨巨细胞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黑色素瘤、亨廷

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脊髓性肌萎缩症、甲状腺髓样癌、

胶质母细胞瘤、结直肠癌、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巨细胞星型

细胞瘤、卵巢癌、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

性白血病、乳腺癌、前列腺癌、尿路上皮癌、软组织肉瘤、肾

细胞癌、神经内分泌瘤、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食管鳞癌、头

颈部鳞状细胞癌、套细胞淋巴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

合部腺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重度粒

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弥漫大 B

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胸膜

间皮瘤、血小板减少症、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

巴瘤、输卵管癌、迟发性运动障碍、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胃肠

道或肺源神经内分泌肿瘤、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急性髓

系（性）白血病、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滤泡性中央型淋巴

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小细胞肺癌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

替尼片、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

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

凡替尼胶囊、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阿帕他胺片、达

罗他胺片、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氨吡啶缓释片、

注射用伊尼妥单抗、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注

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马替尼片、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曲美替

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恩扎卢胺软胶囊、

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地舒单抗注射液、西尼莫德片片、盐酸芬戈

莫德胶囊、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西妥昔单抗注射

液、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

尼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瑞戈非尼片、尼洛替尼胶囊、伊

布替尼胶囊、维莫非尼片、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培门冬酶注射液、

奥拉帕利片、麦格司他胶囊、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尼妥珠单抗注射

液、帕妥珠单抗注射液、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尼胶囊、甲

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重组人血管内

皮抑制素注射液、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特立氟胺片、

依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

厄洛替尼、索拉非尼、阿法替尼、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氟维司群、



— 16—

利妥昔单抗、阿比特龙、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聚乙二醇化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盐酸埃克替尼片、吉非替尼、伊马替尼、

达沙替尼、培美曲塞、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22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 贾火生
副主任

医师

鼻咽癌、多发性骨髓瘤、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鳞状非

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分化型甲状腺癌、复发或难治外

周 T细胞淋巴瘤（PTCL）、肝细胞癌、骨巨细胞瘤、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黑色素瘤、甲状腺髓样癌、胶质母细胞瘤、结直

肠癌、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巨细胞星型细胞瘤、卵巢癌、鳞

状非小细胞肺癌、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性白血病、乳腺癌、

前列腺癌、尿路上皮癌、软组织肉瘤、肾细胞癌、神经内分泌

瘤、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食管鳞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套

细胞淋巴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腺癌、

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重度粒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

减少症、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弥漫大 B 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胸膜间皮瘤、血小板减少症、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输卵管癌、华氏巨

球蛋白血症、胃肠道或肺源神经内分泌肿瘤、慢性粒-单核细

胞白血病、急性髓系（性）白血病、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小细胞肺癌、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

替尼片、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

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

凡替尼胶囊、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阿帕他胺片、达

罗他胺片、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注射用伊尼妥单抗、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马替

尼片、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甲磺

酸仑伐替尼胶囊、恩扎卢胺软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地舒单

抗注射液、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

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瑞戈

非尼片、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尼胶囊、维莫非尼片、枸橼酸伊沙佐

米胶囊、培门冬酶注射液、奥拉帕利片、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尼妥

珠单抗注射液、帕妥珠单抗注射液、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

尼胶囊、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重

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依

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厄

洛替尼、索拉非尼、阿法替尼、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氟维司群、利

妥昔单抗、阿比特龙、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聚乙二醇化重

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盐酸埃克替尼片、吉非替尼、伊马替尼、达

沙替尼、培美曲塞、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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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泸州市中医医院 肿瘤科 张彬 副主任

鼻咽癌、多发性骨髓瘤、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非鳞状非

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分化型甲状腺癌、复发或难治外

周 T细胞淋巴瘤（PTCL）、肝细胞癌、骨巨细胞瘤、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黑色素瘤、甲状腺髓样癌、胶质母细胞瘤、结直

肠癌、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巨细胞星型细胞瘤、卵巢癌、鳞

状非小细胞肺癌、滤泡性淋巴瘤、慢性髓性白血病、乳腺癌、

前列腺癌、尿路上皮癌、软组织肉瘤、肾细胞癌、神经内分泌

瘤、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食管鳞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套

细胞淋巴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胃腺癌、

胃肠道间质瘤、原发性腹膜癌、重度粒细胞缺乏、中性粒细胞

减少症、胰腺神经内分泌瘤、弥漫大 B 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恶性胸膜间皮瘤、血小板减少症、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输卵管癌、华氏巨

球蛋白血症、胃肠道或肺源神经内分泌肿瘤、慢性粒-单核细

胞白血病、急性髓系（性）白血病、滤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滤泡性中央型淋巴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小细胞肺癌、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盐酸恩沙替尼胶囊、甲磺酸伏美替尼片、达可

替尼片、奥布替尼片、奥妥珠单抗注射液、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

胶囊、阿贝西利片、甲磺酸艾立布林注射液、马来酸奈拉替尼片、索

凡替尼胶囊、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阿帕他胺片、达

罗他胺片、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注射用伊尼妥单抗、替雷利珠单抗

注射液、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氟马替

尼片、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甲磺

酸仑伐替尼胶囊、恩扎卢胺软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地舒单

抗注射液、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甲磺酸奥希替尼片、盐酸安罗替尼胶

囊、克唑替尼胶囊、塞瑞替尼胶囊、培唑帕尼片、阿昔替尼片、瑞戈

非尼片、尼洛替尼胶囊、伊布替尼胶囊、维莫非尼片、枸橼酸伊沙佐

米胶囊、培门冬酶注射液、奥拉帕利片、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尼妥

珠单抗注射液、帕妥珠单抗注射液、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盐酸阿来替

尼胶囊、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马来酸吡咯替尼片、重

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西达本胺片、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依

维莫司片、泽布替尼胶囊、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厄

洛替尼、索拉非尼、阿法替尼、舒尼替尼、阿扎胞苷、氟维司群、利

妥昔单抗、阿比特龙、聚乙二醇化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聚乙二醇化重

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盐酸埃克替尼片、吉非替尼、伊马替尼、达

沙替尼、培美曲塞、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注射液

24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李彬
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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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汪永泉 科主任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26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李孟泽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27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连杰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28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杨陈一 科主任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29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马洋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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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刘宇文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31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唐国皓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32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郑磊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33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陈巍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34 泸州市中医医院 骨伤科 茶晓峰
副主任

医师

多发性骨髓瘤、多关节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骨巨细胞瘤、脊

髓性肌萎缩症、强直性脊柱炎、肢端肥大症、全身型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

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泊马度胺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醋酸兰瑞

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地舒单抗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枸橼酸伊沙佐米胶囊、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来那度胺、

硼替佐米、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戈利木单抗、

托珠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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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罗玉辉
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36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陈体辉
副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37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唐淑琼
副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38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李雪
副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39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王微
副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40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夏红
副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41 泸州市中医医院 妇产科 高丽娟
副主任

医师
卵巢癌、输卵管癌、原发性腹膜癌 氟唑帕利胶囊、帕米帕利胶囊、甲苯磺酸尼拉帕利胶囊、奥拉帕利片

42 泸州市中医医院

眼耳鼻

喉口腔

科

何启红
主任

医师

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的黄斑水肿、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葡萄膜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脉络膜新生血管病

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阿柏西普眼内注射

溶液、雷珠单抗注射液、阿达木单抗

43 泸州市中医医院

眼耳鼻

喉口腔

科

陈瑶
副主任

医师

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的黄斑水肿、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葡萄膜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脉络膜新生血管病

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阿柏西普眼内注射

溶液、雷珠单抗注射液、阿达木单抗

44 泸州市中医医院

眼耳鼻

喉口腔

科

柴盼盼 副主任
视网膜静脉阻塞（RVO）的黄斑水肿、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葡萄膜炎、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脉络膜新生血管病

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阿柏西普眼内注射

溶液、雷珠单抗注射液、阿达木单抗

45 泸州市中医医院

眼耳鼻

喉口腔

科

毕旭新 副主任 鼻咽癌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尼妥珠单抗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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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

内科
刘刚

主任

医师

多发性硬化、肺动脉高压、特发性心肌病（转甲状腺素蛋白淀

粉样变性心肌病）

氨吡啶缓释片、氯苯唑酸软胶囊、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

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片、

特立氟胺片

47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

内科
朱彬 科主任

多发性硬化、肺动脉高压、特发性心肌病（转甲状腺素蛋白淀

粉样变性心肌病）

氨吡啶缓释片、氯苯唑酸软胶囊、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

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片、

特立氟胺片

48 泸州市中医医院
心血管

内科
袁小蓉

副主任

医师

肺动脉高压、特发性心肌病（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

病）

氯苯唑酸软胶囊、司来帕格片、波生坦分散片、波生坦片、利奥西呱

片、马昔腾坦片

49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脾胃病

科、肝

病科

李荣军 科主任

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神经内分泌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

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乌司奴

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

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瑞戈

非尼片、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索磷布韦维帕

他韦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注

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

阿达木单抗、舒尼替尼、伊马替尼

50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脾胃病

科、 肝

病科

杨小丽
副主任

医师

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神经内分泌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

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乌司奴

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

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瑞戈

非尼片、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索磷布韦维帕

他韦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注

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

阿达木单抗、舒尼替尼、伊马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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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脾胃病

科、肝

病科

王健
副主任

医师

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神经内分泌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

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乌司奴

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

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瑞戈

非尼片、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索磷布韦维帕

他韦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注

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

阿达木单抗、舒尼替尼、伊马替尼

52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脾胃病

科、肝

病科

徐春霞 副主任

肝细胞癌、结直肠癌、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丙型病

毒性肝炎、神经内分泌瘤、胃癌、胃癌（包括胃食管结合部腺

癌）、胃腺癌、胃肠道间质瘤、血小板减少症

索磷维伏片、达诺瑞韦钠片、盐酸拉维达韦片、磷酸依米他韦胶囊、

甲苯磺酸多纳非尼片、索凡替尼胶囊、注射用维迪西妥单抗、乌司奴

单抗注射液、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注射用维得利珠单抗、

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盐酸可洛派韦胶囊、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注

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西妥昔单抗注射液、瑞戈

非尼片、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索磷布韦维帕

他韦片、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甲磺酸阿帕替尼片、呋喹替尼胶囊、注

射用英夫利西单抗、雷替曲塞、贝伐珠单抗、曲妥珠单抗、索拉非尼、

阿达木单抗、舒尼替尼、伊马替尼

53 泸州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金玉峰 科主任 亨廷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 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

54 泸州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陈冬梅
副主任

医师
亨廷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 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

55 泸州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未秋平
副主任

医师
亨廷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 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

56 泸州市中医医院 针灸科 汪亮
副主任

医师
亨廷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 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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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泸州市中医医院
老年

病科
彭建

副主任

医师

C 型尼曼匹克病、斑块状银屑病、多发性硬化、肺动脉高压、

骨质疏松、过敏性哮喘、黑色素瘤、脊髓性肌萎缩症、间质性

肺疾病、亨廷顿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结核病、克罗恩病、

口咽念珠菌病、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特发性心肌

病（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特应性皮炎、遗传

性血管性水肿（HAE）、系统性红斑狼疮、肢端肥大症、

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氨吡啶缓释片、氯

苯唑酸软胶囊、注射用泰它西普、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乌司奴

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依奇珠单抗注射液、注射用维得利珠

单抗、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液（预充式）、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曲美替尼片、甲磺酸达拉非尼胶囊、地

舒单抗注射液、西尼莫德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巴瑞替尼片、

注射用贝利尤单抗、依那西普注射液、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

液、注射用醋酸奥曲肽微球、维莫非尼片、麦格司他胶囊、司

来帕格片、波生坦片、波生坦分散片、利奥西呱片、马昔腾坦

片、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富马酸贝达喹啉片、德拉马尼片、

特立氟胺片、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注射用奥马珠单抗、托法

替布、阿达木单抗、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

白、戈利木单抗、托珠单抗

58 泸州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

学科
罗彦 科主任

重度粒细胞缺乏、口咽念珠菌病、接合菌纲类感染性疾

病、过敏性哮喘
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注射用奥马珠单抗

59 泸州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

学科
黄建会

副主任

医师

重度粒细胞缺乏、口咽念珠菌病、接合菌纲类感染性疾

病、过敏性哮喘
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注射用奥马珠单抗

60 泸州市中医医院
重症医

学科
林丽群

副主任

医师

重度粒细胞缺乏、口咽念珠菌病、接合菌纲类感染性疾

病、过敏性哮喘
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注射用奥马珠单抗

61 泸州市中医医院 儿科 张丽
副主任

医师

法布雷病、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肺动脉高压、儿

童甲型血友病、儿童乙型血友病、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ITP）

阿加糖酶α注射用浓溶液、培门冬酶注射液、波生坦片、波生

坦分散片、重组人凝血因子Ⅷ、艾曲泊帕乙醇胺片、伊马替尼、

重组人凝血因子 IX

62 泸州市中医医院 脑病科 宋璞
主任医

师

神经内分泌瘤、脊髓性肌萎缩症、多发性硬化、亨廷顿

舞蹈病、肌萎缩侧索硬化、迟发性运动障碍、C 型尼曼

匹克病、巨细胞星型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

索凡替尼胶囊、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氨吡啶缓释片、西尼莫德

片、盐酸芬戈莫德胶囊、氘丁苯那嗪片、依达拉奉氯化钠注射

液、麦格司他胶囊、特立氟胺片、依维莫司片、贝伐珠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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