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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毛毛一一张张的的地地图图带带来来千千亿亿产产值值
地理信息产业受电商经济推动，成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

吃西瓜中毒孕妇

索赔遇到难题

本报青岛4月15日讯（记者 陈
之焕） 经过半个多月的住院治疗，
因食用问题西瓜入院的孕妇患者于
15日下午出院。家属决定就问题西
瓜造成的伤害寻求赔偿，但遇到证
据难题。

15日，在即墨市人民医院妇产
科病房，中毒孕妇的婆婆李女士告
诉记者，“本来她挺开朗的，现在变
得沉默寡言，一想到流产的孩子就
会失声痛哭。”中毒孕妇的丈夫兰先
生说，因为这次问题西瓜事件的影
响，妻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他们全家
人的正常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次事件带给我们这么大的
伤害，我们应该向谁索赔？”据孕妇
患者家属介绍，患者所食用的西瓜
是从路边的一家水果摊购买的。“我
也记不清是不是从我这里买的西瓜，
因为摊位每天都有许多顾客。”该水
果摊商贩说，他从摊位上出售的水
果从来就不出具任何票据凭证。

“患者家属可以和水果摊商贩
协商赔偿问题，但因为没有票据等，
取证比较困难。”山东文鼎律师事务
所王琳丽律师说。

收集旧电瓶炼铅块

临沂男子被罚八万

本报临沂4月15日讯（记者 高
祥 通讯员 陈兆永） 临沂市一
男子受人聘请，收集废旧电瓶电极
板，冶炼铅块，半个多月的时间炼出
铅块12159千克。近日，该男子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今年46岁的郭某是临沂市河东
区农民。2013年12月初，他受临沭一
个体业主李某（已另案处理）的聘
请，在李某租用的厂房内，带领工人
收集废旧电瓶电极板炼铅。同年12

月22日，该炼铅厂房被临沭警方检
查发现，警方当场扣押铅块12159千
克，累计价值人民币14 . 59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郭某违反国家
规定处置危险废物，造成严重污染
环境，已构成污染环境罪。鉴于郭某
系初犯，且自愿认罪，法院决定对郭
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近日，郭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肝肝移移植植三三年年后后，，她她怀怀孕孕产产子子
这在我省肝移植患者中还是首例，孩子身体健康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产
科病房，经过近八个月的悉心
呵护，在肝脏移植手术后三
年，28岁的孟岩岩终于通过剖
宫产迎来了自己的宝宝。1 5

日，经过一周的观察，孩子身
体健康。据介绍，这是山东省
肝脏移植手术患者中首例成
功怀孕产子的。

不幸患上肝病

三年前成功移植

三年前，孟岩岩因患有
“肝豆状核变性”肝病住进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一科。
据介绍，这是一种罕见病，最
终会导致肝硬化、肝衰竭，要
治愈只能进行肝脏移植。

当年为孟岩岩做肝脏移
植手术的是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滕木俭。

“按照当时的病情判断，如果
一周之内没有合适的肝脏进

行移植，她随时都会有生命危
险。”滕木俭说，孟岩岩属于不
幸中的万幸，在关键时刻终于
等来了肝源，并成功移植。

“在国外，肝脏移植手术
发展较早，移植后结婚生孩子
都可以很顺利。由于国内肝脏
移植手术发展相对较慢，这种
情况还比较少见。其实肝移植
术后只要情况稳定是可以怀
孕生子的，只是风险较大。”滕
木俭说，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
发展，服用的抗排异抑制剂对
胎儿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他同
时提醒，肝移植术后应该等到
移植的肝脏稳定后再考虑怀
孕，起码要术后一年，最好是
三年以后。

两人结婚前

已做不要孩子准备

孟岩岩和丈夫盖先生都
是东营人，2014年经朋友介绍
认识。尽管刚谈恋爱的时候，
孟岩岩就坦白相告，自己曾经

做过肝脏移植手术，如果俩人
结婚的话，可能没法要孩子。
重感情的盖先生并不介意，
2014年7月份，两人结婚。

想成为母亲是女人的天
性，结婚后孟岩岩渴望生一个
孩子，“虽然我对象嘴上不说，
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也想要个
孩子。”

后来孟岩岩发现自己真
的怀孕了，两个人又担忧又高
兴，第一时间找到当时为她主
刀做肝脏移植手术的滕木俭
咨询。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孟岩岩和丈夫稍微松了一口
气。“当时特别纠结，怕怀孕影
响她的身体，也怕长期服药对
孩子有影响。”

随着胎儿一点点长大，孟
岩岩愈发期待宝贝出生的那
一天。然而，从孕期30周开始，
孟岩岩的血压变得不平稳，并
且快速上升。为了确保安全，
孟岩岩很快从东营转到济南，
赶到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住了
下来。

孩子体重1300克

各项指标都不错

孟岩岩住院后，大家都为
她捏了一把汗。此时，孟岩岩
的血压非常高，并且不稳定，
高压在160-170之间，低压则
在100-110之间。

在省千佛山医院产科主
任医师季相兰看来，孟岩岩这
次怀孕产子的过程完全称得
上是一次挑战，“即使是对于
普通孕妇来说，怀孕都会对肾
脏、肝脏、心脏等器官带来一
定的负担，怀孕对孟岩岩肝脏
带来的负担就更重。”在治疗
一周以后，由于母体对胎儿的
血液输送受到阻碍，胎儿在子
宫内开始有生命危险，季相兰
决定为其进行剖宫产手术。8
日中午12点45分，随着一声响
亮的啼哭，崔岩岩终于迎来了
自己的孩子。虽然只有1300克
左右，但是孩子其他各项指标
都不错。

本报济南4月15日讯（记
者 孟敏 实习生 于广芝）

手机定位、车载导航、美食
推荐……这一切都离不开地
理信息产业。15日，记者从省
国土厅获悉，到2020年，地理
信息企业将达到1500家，相关
产业年产值将过千亿元，成为
我省新的经济增长点。

“地理信息产业看着冷僻
枯燥，但互联网+到来后，越来
越亲民了。”作为“85后”的一
员，省国土厅测绘处的主任科
员于世敬注意到，全运会时推

起来千难万难的公交车程显
示屏，现在成了济南公交一族
的必备神器，这就得益于地理
信息产业中关于卫星导航与
位置服务的应用，同时年轻人
必备的大众点评、美团、携程
等推荐附近的美食、住宿等同
样受惠于此。

“不少人的记忆中，地理
信息就是那5毛钱一张的地
图。”对此，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副局长、测绘行业管理处处长
袁振林介绍说，地理信息产业
是以现代测绘和地理信息系

统、遥感、卫星导航定位等技
术为基础，以地理信息开发利
用为核心，从事地理信息获
取、处理、应用的高技术服务
业。如今，省内具有测绘资质
的地理信息企业已经接近800
家，主要做上游的数据获取和
下游的数据应用，到2020年将
达到1500家左右。

“电商经济刺激了地理信
息产业的发展，地图被视为互
联网服务的门户。”于世敬记
得，继2013年阿里巴巴收购高
德地图后，今年腾讯成为四维

图新第二大股东，中国互联网
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全部完成其地理信息服务布
局。

“2020年，我省地理信息
及相关产业年产值将过千亿
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省 国 土 测 绘 行 业 管 理 处 副
处 长 高 红 介 绍 ，去 年 下 半
年，国家地理信息产业保持
了20%-30%的增长率，产业
规模达到3000亿元。我省促
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去年也已落地。

禁渔期间非法捕捞

荣成五人被判刑

本报济南4月15日讯（记者 任
磊磊 通讯员 王永卫 曲衣羽）

近日，荣成市法院审理了威海市
首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被告人张
某等5人因在国家禁渔期间，捕捞水
产品2万余公斤、销售所得价款人民
币近3万元，被判刑期10个月不等并
没收违法所得。

张某系渔船所有人。去年7月至
8月，张某指使船长张某某等人在黄
渤海区伏季禁渔期内，非法捕捞刀
鱼、鳀鱼等水产品，并拿到市场上出
售。尝到甜头后，张某又一次决定下
海捕捞，不料上岸时被民警抓获。被
捕后，张某等人主动向公安机关交
代作案动机，并供述了公安机关尚
未掌握的行迹。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等人非法
捕捞行为已违反水产资源法规，情
节严重，应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张某等5

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
行，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被
告人张某2人有期徒刑10个月，其他
3名被告有期徒刑5个月，并没收违
法所得。

不不在在岗岗““吃吃空空饷饷””纳纳入入重重点点审审计计
省审计厅进一步加强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审计

本报济南4月15日讯（记
者 任磊磊 通讯员 姬广
文） 继三公经费公开后，三
公经费的使用也将纳入审计
范围。近日，省审计厅制发了

《关于加强公务支出和公款消
费审计的意见》，明确公务支
出和公款消费审计重点。包括
公车使用等“三公”经费支出、
政府大楼挪用、在编不在岗人
员“吃空饷”、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高消费等方面。

审查公务支出预算除了
审查“三公”经费外，还包括会
议费、培训费和楼堂馆所建设
维护经费等公务支出预算编
制、审核报批、执行和决算等
情况。审查公务接待、会议、培
训和公车运行等公务支出审
批、支付、报销和审核情况，审
查公款出国（境）和购置公务
用车情况。

近几年，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吃空饷”的现象被屡屡曝

光。我省审计厅将机构编制管
理情况也纳入了重点审计范
围内。审计部门将重点审查用
编进人管理规定执行情况和
本届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只减
不增目标的落实情况。通过审
计揭示和反映超越权限和超
出限额设立机构，变相增设机
构等问题；在编不在岗人员、
已调离人员不办理核减编制
手续，被判刑或者受到降级、
撤职等处分人员仍在原单位、

按原职级领取工资和津贴补
贴等“吃空饷”等问题。

国企领导人出入高档会
所，打高尔夫等高消费也将纳
入审计范围。审计厅将重点审
查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和业务消
费情况，重点关注领导人员职
务消费和业务消费制度建立
健全情况，以及有关业务招
待、车辆配备和使用等消费项
目和标准的规定执行情况。

追踪报道

▲顺利生下孩子后，孟岩
岩非常高兴。

孟岩岩的儿子睡得很
香，还在监护室里的他身体健
康。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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