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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质子
重离子医院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质子重离子中心（以下简称“质子
重离子医院”）获悉，近日医院质子重
离子放疗的患者数已经突破 1000
例，这距离重离子医院开业仅过了30
个月。在这1000例患者中，948例患
者已结束治疗顺利出院，52例患者仍
在院接受治疗中。

此外，2014年6月至9月接受质
子重离子放疗临床试验的35例患者
已随访达三年时间，目前生存率为
97.1%，肿瘤局部控制率为94.3%，全
部临床试验患者放疗期间的急性毒
副作用全部消失，随访表明质子重离
子放疗的长期疗效非常好。

30个月完成千例治疗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据介绍，质子重离子医院自
2015 年 5 月开业以来，于 2016 年

12 月完成了 500 例患者收治，历时
19 个月。而时隔 11 个月后的今
天，医院又迎来第二个500例（总收
治量达 1000 例），患者收治效率明
显提升。

1000例肿瘤患者中，包括头颈
部和脑肿瘤 504 例、胸部肿瘤 162
例、腹盆腔和其他肿瘤共 334 例。
患者中，用重离子治疗455例，重离
子联合质子治疗 461 例，质子治疗
84例。

质子重离子放疗技术是运用质
子或重离子射线对肿瘤进行照射，从
而杀灭肿瘤的治疗技术，是目前国际
上最先进的肿瘤放疗技术。

医院收治的患者无论是在治疗
还是出院随访阶段，肿瘤病情控制情
况也均较好，疾病指征平稳、不良反
应情况均在合理范围内。

“医院总收治量达1000例，与国
际同类机构开业后同期收治数相比，
处于领先地位。”质子重离子医院院
长郭小毛说。

各类癌症治疗方面
均取得良好的预后效果

医院表示，已收治的167例鼻咽
癌患者中，其中复发鼻咽癌占64%，
晚期患者占比达75%，均取得良好治
疗效果。在接受质子重离子放疗后，
初 治 鼻 咽 癌 患 者 目 前 生 存 率 达
100%，复发鼻咽癌患者1年总生存率
达98.1%，晚期患者1年生存率也可
达 97.4%，全部患者局部控制率达
80%，均明显高于常规放疗。

在颅底部肿瘤中，已收治的71
例颅底脊索瘤和软骨肉瘤患者，质子
重离子放疗后的 2 年总生存率为
94.7%，其中初治患者2年生存率达
100%，治疗过程中仅发生轻中度皮
肤反应、黏膜炎等不良反应。

收治的106例前列腺癌患者，目
前患者总体生存率为98.9%，无生化
复发生存率为93.8%；其中局限期前
列腺癌的生存率达100%，生化控制
率达98.3%。且所有前列腺癌患者放

疗不良反应轻微，未观察到阳痿、尿
失禁等严重毒副作用情况。

早在临床试验期间，重离子医院
就创新性地运用呼吸门控技术对肺
癌患者施行质子重离子治疗，目前已
收治的23例病灶小于5厘米的早中
期肺癌患者，2年总生存率100%，无
局部复发生存率91.7%，明显高于常
规放疗。

医院至今收治的肝癌患者，均为
肿瘤累及重要正常组织、或术后复发
无法进行手术的患者，这些患者在经
过为期2周共计10次的质子和重离子
治疗后，肿瘤局部控制率为75%，总生
存率为66.6%，发生肝功能损伤的仅为
4%，而常规放疗后出现肝功能损伤几
率为48%，放疗的毒性显著减少。

重离子医院临床技术委员会主
任蒋国梁表示：“两年多来，通过患者
随访，我们发现质子重离子放疗对许
多肿瘤的疗效明显，提高了患者肿瘤
控制率和生存率，改善了患者的生活
质量。”

报告指出，市政府高度重视审计
整改工作。应勇市长主持召开市政
府常务会议，专门听取审计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市政府
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整改
工作，按照《上海市预算审查监督条
例》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整改工
作的意见》的相关要求，完善工作机
制，落实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到位。
被审计单位要承担主体责任，及时纠
正违纪违规问题，主管部门要承担督
促整改责任，促进举一反三，建立整
改工作长效机制。审计机关要加强
审计整改结果跟踪检查，发挥好审计
监督的制约作用。

根据要求，市审计局对财政管理
审计、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政策措施
落实跟踪审计、专项资金审计、政府
投资项目审计等方面查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进行了跟踪检查，形成审计整
改情况报告。报告显示，各部门及单
位积极采纳审计意见和建议，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落实审计整改。截至
2017年10月底，相关单位通过收缴
资金、调整账务等方式整改涉及金额
共计38亿元，完善制度26项。对涉

及跨部门、跨区域的问题事项，相关
部门积极沟通协调，统筹推进审计整
改，提升整改实效。

在财政管理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方面，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催缴收入，242户企业补缴税收共计
4307.59万元，91户施工总承包企业
补缴工伤保险费共计424.76万元，市
土地储备中心补缴划拨土地补偿款
和土地出租收入共计8.17亿元。项
目实施单位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加快
预算执行，积极消化沉淀资金。相关
区规范财政专户管理，将撤销的财政
专户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市财政局、
市地税局、市国资委等部门在部门预
算管理、税收征管、规范项目支出等
方面，进一步加强管理，完善制度。

在部门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
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方面，市财政局等
主管部门进一步强化部门预算的科
学化、规范化管理，着力推动各部门
加强项目储备和中期财政支出项目
库建设。各预算单位细化预算编制，
完善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加快项目推
进力度，规范预算调整手续，加强结

余结转资金管理等。对部门决算草
案审计查出问题，相关单位已作调账
处理并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工作。

在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查出
问题的整改方面，相关主管部门和单
位积极落实整改。市民政局督促相
关区限期整改，已落实整改养老床位
2098张，同时研究制定护理型床位标
准和相关管理办法。市卫生计生委
督促市医疗急救中心进一步改善人
员配置，加强人员绩效考核，推进信
息化系统建设，努力缩短“120”急救
反应时间。

在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查出问题
的整改方面，相关建设单位已根据审
计结果核减工程款2148.91万元，同
时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市交
通委和申通集团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7条区区对接道路已打通，23条道路
已恢复建设，23座轨道交通车站已完
成交地工作。

此外，报告还反映了市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部分教育专项资金、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市级补助资金、高
速公路运营养护等审计查出问题的
整改情况。

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相关单位整改涉及金额共计38亿

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收治量突破1000例
948例患者已结束治疗，52例患者仍在院接受治疗中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审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据介

绍，审计整改跟踪监督，在繁琐的工

作背后，今年市人大财经委、常委会

预算工委在调研方式上作出了不少

“微创新”。据介绍，以往审计整改跟

踪调研较多的是听汇报、问问题，以

静态为主。今年则采取实地视察和

座谈沟通相结合的方式。

期间，财经委、预算工委组织部

分委员和市人大代表现场查看了120

医疗急救中心系统的实时运行情况、

救护车辆配置情况，并观摩了急救培

训课程，实地走访了闵行和松江两区

对接道路涞坊路沪星路新建工程项

目的工地现场，获取了审计整改情况

的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整改现状。

与此同时，既听取行业主管部门

的汇报，也听责任单位的整改情况。

市规土局、市国资委、市卫生计生委、

市民政局、市交通委、市审计局 6 个

市级主管部门作了专题汇报。市土

地储备中心、上海城投集团、锦江集

团、建工集团、科创集团、临港集团等

10家责任单位当场回答委员和代表

的询问。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昨天，在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市审计局局长王建平受市
政府委托，作了关于2016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对报告进行了审议。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市人大调研方式上
作出“微创新”

问：质子重离子治疗每疗程治
疗费多少？一般需要几个疗程？

答：质子重离子治疗费用统一

为每疗程27.8万元人民币。有部分

机构在网上散播：“质子重离子治疗

需要 3 个疗程，治疗费用近 1 百万

元”的谣言，需要确定的是，市质子

重离子治疗是以达到治疗目的所需

照射总次数作为疗程设置基准的，

针对同一个病灶，不存在多疗程治

疗，均为单一疗程。

问：质子重离子治疗对哪几类
情况或肿瘤明确不适用？

答：对于肿瘤治疗来说，每一项

技术都有其适用范围。质子重离子

技术作为放射治疗的一种，是基于

放射治疗的基本原则上开展临床应

用。以下情况，明确不适用质子重

离子治疗：1、非实体性肿瘤，如血液

肿瘤（白血病）等；2、肿瘤已发生多发

远处转移的，且转移灶≥3个；3、同一

部位1年内接受过放射治疗或放射

性粒子植入；4、其他不建议施用质子

重离子治疗的情况。此外，市质子

重离子医院暂未开展儿童（＜14周

岁）肿瘤的质子重离子治疗。

问：患者初次前往就诊时，需带
好哪些资料？

答：针对初次到医院就诊的患

者，请来院时务必带好：1、身份证/医

保卡/社保卡等证件；2、明确的病理

诊断报告；3、其他检查及诊断报告。

目前，医院对外号源充足，患者可通

过挂号网、医院APP“上海市质子重

离子医院”或电话（021-38296600，

021-38296601）等方式预约门诊。

在通过门诊初诊、放疗科科内会诊

及MDT多学科综合诊疗后，医院将

确保每位通过MDT的患者在2至3

周内接受质子重离子治疗。

[就诊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