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患者知情同意书

中国癌症基金会安圣莎患者援助项目知情同意书

秉承中国癌症基金会的一贯宗旨，为促进中国癌症防治事业的发展，提高患者获得安圣

莎的可及性，使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获得更大的支持，中国癌症基

金会接受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捐赠的安圣莎药品，并成立了安圣莎患者援助项目办公室，

负责捐赠流程的管理工作。旨在减少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经济负

担，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项目申请条件：

医学标准

1.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2.经指定医疗机构评估确认为安圣莎适应症的患者。安圣莎适应症请参考处方说明书。

附加标准：

1.低收入家庭（家庭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和子女）的患者。

2.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军官证的大陆患者。

3.患者接受本次援助药品前自费使用的安圣莎药品必须是中国大陆包装。

安圣莎患者援助项目的终止条款（如有以下情况之一者援助药品自动停止）

1、经项目指定医师确认疾病进展的患者。

2、使用安圣莎治疗期间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且由临床医师判定需停止安圣莎治疗的患者。

3、使用安圣莎援助治疗期间的患者生命终止。

4、经项目指定医生确认更换治疗方案的患者。

5、不能按照项目要求进行定期随访和审查的患者。

6、不能按照项目要求时间提供医学资料的患者。

7、将援助药品出售或转赠他人。

8、提供虚假的医学或经济证明，或隐瞒真实信息。

9、患者或法律监护人/直系亲属要求停止继续使用安圣莎治疗。

个人信息保密：

对于您的个人信息及医学材料，我们将严格保密，不会用于任何商业用途，仅用于项目的管

理、执行和审计。患者信息和资料将由主办方或项目委托方保留，除卫生监管部门审查监督

外，不会披露给其他第三方。涉及到用药不良事件时，在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相

关患者信息和资料会披露给药品捐赠方的药品不良反应监管部门，其可能会就此进行跟踪和

随访，将该信息录入到药品捐赠方的药品不良事件数据库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报给相关法

规部门。

患者签字：

（需患者本人签字）

日 期：______年___月____日



五、患者声明

患者声明

本人知晓、同意并授权中国癌症基金会（下称“基金会”）就本人提供的

以上所有信息内容进行调查核实。且本人已知晓任何有关以上内容的不实或隐瞒

信息，将导致本人该援助项目的申请得不到批准或援助立即终止的后果，由此造

成的损失将由本人自行承担。本人已知晓项目申请流程，并承诺按照基金会要求

提供完整材料，如未按照要求提供，造成的损失将由本人自行承担。如接受援助

后，经查实，有任何信息不实或隐瞒，基金会将取消对本人援助。基金会将在每

年开展不定期抽查，如发现信息不实或隐瞒，基金会将取消对本人的援助，且基

金会有权追回所援助药品，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本人可选择指定医院接受治疗，且须本人定期到选择的指定医院的指定医

生处进行随访；本人应亲自到指定药品发放处领取援助药品，不可代领药。

患者本人承诺：援助的安圣莎药品不可以转卖或赠与第三方，一经发现将

立即停止援助。如果本人终止治疗，无论任何原因，本人或者本人的家属成员都

需将未曾使用的药品及领药手册退还给安圣莎项目指定药房。

本人已知悉基金会仅负责慈善援助的流程管理，药物或与药物有关的治疗

均由第三方提供，基金会对此不做任何承诺或保证，如因此导致本人出现不良反

应或其他损害，基金会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人同意不对基金会提出任何要求。

申请人签字：_____________

（需患者本人签字）

时 间：_____年 月 日



六、医学条件确认表

医学条件确认表（I期）

1、患者信息（患者填写）

姓名 性别 □男 □女 年龄

身份证 /军

官证号

2、医学条件评价（医生填写）

患者诊断 □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首次诊断日

期
年 月 日

ALK 检测方

法
□IHC □FISH □PCR □ NGS□其他____ 标本来源

□组织□血液

□其他（请注明）___

肿瘤病理类

型

□鳞癌 □腺癌 □腺鳞癌 □大细胞癌 □其他：________

分 期 □III □IV

既往抗肿瘤药物治疗 □无 □化疗（请注明）：______ □ALK TKI （请注明）：______

□免疫（请注明）：______ □其他（请注明）：________

安圣莎开始治疗时间 年 月 日 安圣莎治疗疗程（月）

服用安圣莎前的影像学检查：（胸部 CT 或 PET-CT 至少选填一项）

□ 胸部 CT （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PET-CT （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头颅 MRI（如适用）（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骨扫描（如适用） （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腹部 B 超（如适用）（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其他（如适用）（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服用安圣莎后的影像学检查（最近 2 个月内，胸部 CT 或 PET-CT 至少选填一项）

□ 胸部 CT （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PET-CT （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头颅 MRI（如适用）（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骨扫描（如适用） （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腹部 B 超 （如适用）（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 其他（如适用）（检查时间：____年__月__日） □可测量病灶，肿瘤大小_______

□不可测量病灶

服用安圣莎后安全性评估（至少服用 1 个治疗周期）：

不可耐受的毒副反应：□无 □*有（请注明）：____________

*患者如发生任何不良事件（包括非疾病自然进程相关的进展），请医生按要求填写《不良事件报

告表》，并与项目其他资料一同提交。

3、治疗后影像学疗效评估（医生填写）

□CR □PR □SD □PD

4、用法用量（医生填写）

治疗剂量_______mg 用法：________________

5、医生意见（医生填写）

该患者是否符合入组的医学标准： □符合 □不符合

指定医生/授权医生签字 盖项目专用章

本次就诊和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转下页



七、患者基本信息登记表

患者基本信息登记表（I期）

2、患者及其家庭情况说明：请在此陈述患者及其家庭的详细情况。

患者签字：______________ 签字日期：__________

姓名 性别 年龄 贴照片处

1、患者本人 1 寸近照

2、加盖患者所在单位

或街道办事处或

居委会骑缝章

身份证/军官证号码

参保类型 参保地区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通讯地址

快递接收地址

第一联系人

姓名： 与患者关系：

手机： 固定电话：

第二联系人

姓名： 与患者关系：

手机： 固定电话：



八、患者经济情况登记表

患者经济情况登记表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工作部门及职务 工作时间 年至 年

本年度月均收入 上年度总收入

证明人职务 证明单位固定电话

证明人签字 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当地政府部门证明

当地政府部门证明申请人因经济困难，无能力继续支付安圣莎药品费用

单位名称 证明单位固定电话

单位地址

证明人 证明人职务

请当地政府部门（患者所在地民政部门、居/村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务必填写意见并签字盖章

单位意见：

经办人签字： 盖章（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九、患者配偶/直系亲属经济情况登记表

患者配偶/直系亲属经济情况登记表

患者配偶/直系亲属收入证明

备注：此表可自行复印，不得涂改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患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座机号码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工作部门及职务 工作时间 年至 年

本年度月均收入 上年度总收入

证明人职务 证明单位固定电话

证明人签字 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患者关系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座机号码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工作部门及职务 工作时间 年至 年

本年度月均收入 上年度总收入

证明人职务 证明单位固定电话

证明人签字 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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