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高档野生即食
刺参：6-8年壮年参，6
斤仅999元。本周特惠

“买6斤送8斤”，14斤
只需1998元。

2、大连野生即食
“参王”：个大刺好，8
年壮年参，550元/斤，
买2送2，4斤1100元。
本周特惠买 4斤送 5
斤，9斤只需1996元。

3、老淡干海参：
刺长肉厚，涨发高，真
正老淡干，吃完都是
回头客，本周特惠5折。

4、沂蒙山成熟蜂
蜜：纯天然，香甜可
口，特惠买5斤送5斤，
10斤仅299元。

电话：400-848-7677
(各地免费送货)
地址：济南制锦市街
3 1号瑞品堂 (五龙潭
西门北200米，13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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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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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条件

TC-G-2021
-008号

建设路与昌盛路
交汇处西南侧

48889 住宅 70
1 . 0<容积率≤2 . 0 建筑
密度≤20% 绿地率≥30%

9290 9290

[2020]-60号 花园镇朝阳社区 1514 商业 40
容积率≤1 . 0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25%
173 173

含地上附属
物 价 值
33 . 5618万元

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 2 0 2 1 ]第 5号

经郯城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挂牌出让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出让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备注：1、宗地出让范围内的
原有不动产权证书(包括：土地
证、房产证、林权证等)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废止；

2、住宅用地装配式建筑需满
足《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加快推广应用装配式建筑的实施
意见》(郯政办发[2020]6号)文件
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除存在拖欠本县县区
土地出让价款等行为的单位及其
控股股东、该单位控股或投资的

企业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政策
等文件规定禁止参加竞买的之
外，均可申请参加，可单独申
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申请与登记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实行网上交易，申请人须
办理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后，登录
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
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站，在提交
竞买申请截止时间之前缴纳竞买
保证金，按宗地下载出让文件，
并按出让文件要求和系统提示填
写竞买申请书并冻结竞买保证

金。出让文件规定申请人须提交
其他材料的，申请人应同时上传
该资料的电子图片，由出让人人
工审核。不接受除网上竞买申请
以外其他方式的申请，如电话、
邮寄、书面、口头等申请。

申请人提交竞买申请并冻结
竞买保证金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
日上午9时至2021年5月10日下午3
时30分，逾期不予受理。申请人
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
发建设的，在申请书中必须予以
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
成立时间等内容。

四、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挂牌出让采取登录交易系统

网站网上报价方式，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时间为
2021年5月3日上午9时至2021年5
月12日下午3时。挂牌时间截止
时，交易系统将在宗地出价页面
询问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
转入网上限时竞价，通过限时竞
价确定竞得人。揭牌及限时竞价
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缴款到账有关事项
竞买人缴款到账以网上交易

系统反馈到银行系统的报文信息
为准。因网络延迟或网络不通，
交易系统不能向银行系统反馈缴
款到账信息的，属于单边账，视
为缴款不成功。缴款不成功的，
银行将做退款处理，竞买人在缴
款后应及时登录交易系统核对到
账信息。竞买人应当避免在截止
期限前的最后24小时缴款，如出
现缴款异常情况，请竞买人与出
让人及有关银行联系。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出
让人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
更公告为准。

七、出让地块现场踏勘时间
竞买人自行踏勘现场，出让

人可提供协助。
中国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
临沂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ggzyjy.linyi.gov.cn:8088/
GTJY_SDLY/

郯城县人民政府网址：http:/
/www.tancheng.gov.cn/

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地
址：郯城县建设路7号

郯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
址：郯城县东城新区政务大厅三
楼

咨询电话：0539-6151026
6800561

郯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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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误喝农药引发吐血
奔波16小时转运来济救治

“爸爸，我吐血了。”3月31日凌晨4
点左右，福建三明市的魏先生在睡梦
中惊醒，他赶紧坐起来询问女儿喝过
什么。女儿小魏说，自己喝了放在桌子
上的水，但是感觉味道怪怪的。

魏先生拿起桌上的水杯一闻，味
道不是普通的水，他四处寻找在茶几
下面发现农药“敌草快”的瓶子，瞬间，
他的头“嗡”的一下感觉要炸了……

魏先生立即将孩子送到了福建当
地医院洗胃，并继续转往上级医院，进
行了血液净化治疗。为了让小魏得到
更好的治疗，家人一致决定，把女儿送
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治疗。

从福建北部，到江西、安徽，一
路下着大雨，因为路程太远，两位司
机轮流开车赶路。一路上，魏先生夫
妻俩看着昏沉沉的女儿，心如刀绞，
他们隔一会儿就要轻轻叫叫孩子，
生怕孩子陷入昏迷。

约16个小时，奔波了1500公里，
4月1日10:31，小魏终于抵达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
毒与职业病科主任菅向东团队已做
好准备，立即接诊。

治疗期间遇并发症
医生经验丰富闯难关

经过长途跋涉，让本就病情危重
的小魏变得更加虚弱。菅向东为小魏
做了相关检查后，通过病情评估，安排
了一套符合小魏病情的个性化诊疗方
案，主要以去毒治疗、保护重要脏器功
能及控制并发症为主。同时让家长放
心，孩子情况基本稳定。

“对于这类中毒患者，在救治方
面一般有两个困难点。”菅向东说，
一方面是早期的解毒去毒治疗，包
括全胃肠洗消及血液净化，进行这
些治疗时一定要做到密切观察。另
一方面是积极控制并发症。“很多病
人中毒以后救治还不错，后期却突
然发生一些意外，这就说明没有控
制好并发症。”

小魏也没逃得过并发症的“侵
袭”，治疗第四天，菅向东发现小魏下
肢出现深静脉血栓。“这个并发症是比
较严重的，一旦血栓掉下来，便可导致
肺栓塞，治疗不及时很快就会致命。”
在处理血栓方面，菅向东团队已有非
常丰富的经验，他们早就考虑到了这
一点，并进行了及早的干预治疗，再次
进行超声检查时，血栓已经被完全吸
收，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

一周时间，小魏又完成4次血液
净化治疗。在此期间，医疗团队对魏
先生带来的农药样本进行化验后证
实，小魏误饮的正是敌草快。

菅向东介绍，对于敌草快来说，
临床上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服毒
量较大，如大于100毫升时，和同剂
量的百草枯相比，它比百草枯的损
伤要大，救治黄金时间更短，中毒者
会迅速进入无尿、昏迷、心衰等多脏器
衰竭的状态，甚至死亡。第二种是敌草
快服毒量为几十毫升，跟同剂量的百
草枯相比，它的预后相对要好。好在小
魏服毒量大约在30毫升。

入院治疗12天时，菅向东再次对
小魏进行相关检查，指标基本都已恢
复正常。“这时候我就鼓励她，可以适
当下地活动，多吃点饭了。”

女孩出院后第一件事
是跟关心她的人说“没事了”

14日上午，小魏在母亲搀扶下，
一家三口准备出院回家，魏先生夫

妻二人的心情都很激动。
小魏说，现在除了身体有点虚

弱，头有点晕，其他都很正常。“因为
在床上躺了十多天，所以站起来的
话还是有点晕。”小魏说，能出院非
常开心，终于能回家了，回家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想和那些关心自己的亲
戚朋友说一声，自己没事了。

记者看到旁边小魏的父母魏先
生和吴女士，脸上都是一副疲惫的
神态，眼睛里布满血丝。这几天对于
夫妻二人来说并不好过。

“在没联系上齐鲁医院之前我
是非常绝望的，因为当时周围好多
人都对我说，喝了这种药根本治不
好，当地三甲医院也拒绝治疗，很多
人都劝我，放弃吧。”魏先生说，作为
父亲，怎么可能会放弃。

一路忐忑，直到转院来到这里，
他听到了这辈子最安心的一句话，“还
好，剂量不是很大”。魏先生终于舒了
一口气，医生有把握才能说出这种话。

在小魏治疗期间，魏先生和妻
子没日没夜守在病床前，有空了就去
旁边睡一会，没空就在病床前眯一会，
根本睡不熟，隔一会就会醒来，然后去
看看孩子的情况。“做父母的大家都能
理解，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办法
睡着的。”魏先生说。

出院一个月、三个月和半年，小
魏要再次来医院复诊。“医生说，出
院大约一周后，我女儿便可恢复到
原来的样子。”吴女士对此很期待。

魏先生说，特别感谢齐鲁医院
救治团队，给了全家一个“重生”的
机会。

“我们收治的服用除草剂中
毒的病人在全国居首位。”菅向东
说，近期，医院每天平均能收治3-
4例这样的患者，每年收治除草剂
中毒患者500-600例，中毒患者从
几岁到90几岁不等。

记者上网搜索发现，近几日
已有多起误服农药事件发生。如
果身边有误服农药的人，第一时
间该怎么做？菅向东表示，如果发
现身边有人敌草快中毒，应立即
拨打120急救电话，第一时间由专
业医护人员抢救。在等候120到来
的时间，可以采取一些催吐措施，
例如让中毒者喝点清水，然后立
即用牙刷或其他工具刺激中毒者
咽喉壁，产生呕吐反射。

在这一过程中，要时刻注意中
毒者，防止出现窒息。“敌草快属于
中等毒性，但在临床上，它却属于一
种剧毒化学物质，所以对于家里有
这类除草剂的，一定要妥善保管好，
合理使用，让它远离老人和孩子。”

菅向东说，对于此类中毒患
者来说，临床经验非常重要。在多
年工作中，通过不断地救治，采用
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多方面比较，
最后筛选出一套成熟的治疗方案，
菅向东团队把这套方案称为“齐鲁
方案”。后来菅向东牵头，全国百余
名专家参与，他们在“齐鲁方案”基
础上，深入研究最新临床数据撰写
了“泰山共识”，在国内医疗界及
患者中得到了广泛认可。

葛延伸阅读

治疗患者几岁到90多

“齐鲁方案”被广泛认可
4月初，一

则“14岁福建女
孩误喝农药奔
波1500公里来山
东救治”的新闻
牵动了不少网
友的心，女孩现
在情况如何了？
14日，记者从山
东大学齐鲁医
院获悉，女孩已
顺利治愈出院。

菅向东为一家三口送行，小魏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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