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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公 告

广告热线：55001366 QQ办理：2032982743/291528985

声明公告
地址：紫荆山路商城路交叉口西南角金成国贸大厦1309室

代
办
点

英才街花园路：136 0765 6385
黄河路经八路：158 3719 9170
经三路农业路：152 3809 3660
大石桥新通桥：180 3966 8911
城东路郑汴路：135 9884 5878
桐柏路建设路：138 3719 6183
江山路北环路：136 7365 6113

花园路（汽配大世界对面）：188 3806 1982
东风路花园路：6577 9550
金水路东明路：156 1740 0882
花园路北环、东区：6909 0360
南三环未来路：156 3970 2229
紫荆山路航海路：158 3716 6207
会展中心、郑汴路：133 3381 8309

医学院：155 1455 0860
紫荆山：130 7373 7771
高新区：151 3616 7828
二七万达：135 9842 6354
经三路北环：151 3616 7828

◆林州市昊辉白云石熟料有
限公司各股东存在纠纷，按照
公司章程，昊辉公司对外签订
合同需经执行董事签字同意，
对外提供担保需要所有股东
表决同意，如未能提供股东会
同意担保的决议，昊辉公司不
承担保证责任。特告知。

◆河南海浪劳务服务外包有
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澜家建
材商行公章、法人章、发票章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N411495980，姓名：王
子，出生日期为2011年 10月 13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滑县总工会机关工会委员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核 准 号 ：
J4964001271401，账 号 ：9410
02010027117786，开户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滑县红旗路支行），声明作废。

◆上蔡县星嘉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 原 公 章（编 码 ：41282500
12333），声明作废。

◆栾川县泰兴养殖专业合作社
（代码：93410324358398084E）
经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焦作市山阳区叶玉东早餐店
（代码：92410811MA447DBW3M）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V410900195，姓名：任芷
墨，出生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安阳市殷都区钱氏羊棒骨饭
店（代码：92410505MA45GY2U
7U）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新密市市区谷稼坊小吃店
（注册号：410182600367511）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惠济区苏屯村卫生所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副本，医疗机构登记
号 ：PDY00009541010819D60
01，声明作废。

◆编号：H410167417，赵勇智，出
生日期为2007年 4月 9日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许文宾正商汇航
铭 筑 收 据 ，编 号 ：5062332（2
9797元）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河南育函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103582875666J）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 1 亿
元减少至200万元，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此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郭佳佳：411122198808100125，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1
10000002019027931，声明作废。
王 丽 ： 342127198108167542，
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0001541
150000002021004579，声明作废。

◆南乐县忠常种植专业合作
社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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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6798286
037155001366

氯巴占即将在全国各省定点医院上
架，“铁马冰河”一家百感交集。自去年 7
月起，他在中牟县看守所被羁押近 10 个
月，今年 4 月中旬，“铁马冰河”通过第三
次取保候审，目前，案件仍未审判。

他告诉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自
己的案子被社会和媒体关注，带来了一个
积极作用：大家对罕见病及药品的关注越
来越多，“一直以来，我们这个群体在用药
方面特别无奈。”

“铁马冰河”说，治疗难治性癫痫，很多
会用到药品氯巴占和喜宝宁，其药效好，在
病友之间应用广泛，他出事后，影响到氯巴
占的代购市场。所以，取保候审后，他看到
国家对氯巴占及其他罕见病药品的关注，
并制定相应的进口办法，包括国内有药企
也在做仿制药，“这是我没想到的，很高兴
看到全社会的重视，罕见病并不罕见，我国
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患有各种罕见病。”

氯巴占药品迎来很大突破，他也希望
全社会的目光可以转向其他罕见病药品，

“比如喜宝宁，据我所知，这种药品目前还
通过代购购买，这个药品与氯巴占一样，
在国外已经应用多年。”

对于罕见病患者家庭来说，药品属于
必需品，是维持病情稳定不发作甚至是救
命的药品，“如果断药，对于很多孩子是致
命的，作为家长，无法冷静目睹孩子抽搐。”

“铁马冰河”说，“有些小孩儿一抽搐就是几
个小时，这对于正常家庭而言难以想象。”

“有疾病就有用药需求，氯巴占和其
他在我国第二类精神药品名单上的药品，
都会因患儿的需求，产生多种购买渠道，
而防止药品流入非法途径，国家层面的管
控是应该也是必然的。”“铁马冰河”说。

“救命药”氯巴占落地
以后我们能在国内随时买到了
在北京开出首单“铁马冰河”：很高兴罕见病群体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铁马冰河”因代购氯巴占被羁押、氯巴占急需“身份证”……关于救命药氯
巴占的进展，顶端新闻·河南商报一直非常关注。

9月22日，注定是癫痫类罕见病患儿群体的“狂欢日”：氯巴占在北京协和医
院开出首单，这意味着原来属于我国二类精神药品的氯巴占，终于拥有了合法购
买途径。“铁马冰河”称，“很高兴罕见病群体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8月 27日，药企赛诺菲在线上联合国
内多位抗癫痫专家，开启2022年氯巴占特
殊引进上市会，其中提到，今年1月30日，
赛诺菲收到临床急需药品采购申请，第一
时间调配全球范围资源，全力提高产能，以
期满足中国市场的迫切需求。

6 月 2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临
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
占临时进口工作方案》的通知，允许全国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依法依规申请进口
氯巴占及其他临床急需药品，北京协和医
院为牵头进口医院。

国家发布的消息一出，拨开了患儿家
长们心中的阴霾，他们对进口氯巴占望眼
欲穿。

7 月 28 日，首批氯巴占到达上海口
岸。多位国内专家表达了对进口氯巴占
合法“落地”消息的振奋，这个在之前备受

争议、“躺”在我国第二类精神药品名单上
的药品，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9 月 22 日，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从罕见病患儿家长处了解到，赛诺菲德版
氯巴占已经于下午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出
首单，规格为 10mg，每盒 100 片，定价 317
元，“神经内科副教授级别专家可以开药，
每次只能开一盒。”了解情况的家长介绍，

“首次需要带患者就诊，第二次可以由家
属携带医保卡和病例资料代开。”

李芳在病友群第一时间获知氯巴占
开首单的消息，激动得难以用语言形容，

“这下好了，前阵子医生调了药量，以后我
们就能在国内随时买到了！”

据媒体报道，宜昌人福药业公司表
示，“国产氯巴占预计将于 10 月份上市，
目前价格正在综合考虑中，将比进口药品
更有价格优势。”

首单在北京开出 氯巴占终于“落地”

“铁马冰河”：很高兴罕见病受到全社会重视

封林霜刷到氯巴占即将在北京协
和医院开出首单的群消息时，正抱着
儿子豆豆坐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门
诊楼里，这是她来北京第 11 天后，收
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豆豆4个月前查出有癫痫脑病，到
现在也才 10月龄，中间用药一直控制
不住。

作为罕见病患儿的“新”家庭，封
林霜并不知氯巴占颇具争议的身份，
她光知道氯巴占是治疗小儿癫痫的特
效药，副作用小，但在此之前，并未听
说曾有患儿家长“铁马冰河”（网名）因
代购氯巴占，以“走私、运输、贩卖毒品
罪”被羁押，只因其在我国属于第二类
精神药品。所以，当得知有可能买到
孩子的救命药氯巴占后，她第一时间
在群内报了名。

符合条件的患儿家长，都十分想
拿到国内首盒氯巴占。河南中牟患儿
家长李芳说，自从去年 7 月，“铁马冰
河”被羁押后，其他代购谨言慎行，不
敢再代购氯巴占。物以稀为贵，原来
400 多元一盒的药被炒到七八百元甚
至 1000 元，不少家庭买不起甚至买不
到，而失去药物的控制，一部分患儿患
病的频率增加了。

李芳及其他 3 位患儿母亲曾因帮
“铁马冰河”代收氯巴占，同样以“走
私、运输和贩卖毒品罪”被起诉，但因
情节轻微不予处罚，可她至今仍背有
与“毒品”氯巴占相关的案底，从而奔
走在撤诉的路上。氯巴占的“首发”，
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氯巴占本身就
不是毒品。”她坚定地说，“这就是孩子
的救命药。”

得知可能买到“救命药”她第一时间报了名

赛诺菲德版氯巴占

扫码上顶端阅读
关于氯巴占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