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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血友病救命药省城断货数月
血浆原料短缺，生产厂家少是主要原因

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
(记者 乔显佳) 由国家旅
游局批准，中国旅游协会休
闲度假分会、去哪儿网等联
合主办的中国休闲创新奖
颁奖盛典近日在京举行。山
东旅游获得几项创新大奖，
这再次说明“好客山东”旅
游形象品牌在全国叫响。

众奖项中，分量最重的
“中国休闲创新奖”是从全
国160多家省区市旅游局、
休闲旅游企业、个人参评对
象中评审出来的。山东省旅
游局因为大力发展休闲产
业，推动出台全国省级中首
个国民休闲发展纲要，并创
新性地连续两年成功打造
好客山东贺年会，而居于16

家获奖单位的榜首位置。同
时，该局还一并荣登“休闲
旅游营销创新奖”榜首。

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
(记者 刘红杰 通讯员
王海红 丁圣伟) 从省财
政厅获悉，今年省财政在整
合省级农村户用沼气、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等项目的
基础上，筹集资金5 0 0 0万
元，支持启动实施生态农业
和农村新能源示范县建设
项目。

据介绍，示范县建设项
目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农村
沼气工程；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工程；“畜-沼-菜”、

“畜-沼-果”等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基地建设工程；太阳
能路灯、频振式太阳能杀虫
灯等农村太阳能光热利用
工程。

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记者 邢振宇)

谁的创业计划能得奖，一定得凭实力。15日
从省青年创业大赛组委会获悉，省青年创业
大赛日前召开创意组评审会，众多资深专家
通过盲评和匿名评审选出了创意组20强。这
20个项目晋级复赛第二轮，将角逐万元大
奖。

创业大赛启动以来，报名非常踊跃，创
业计划项目涉及网络、科技、民俗等各行各
业。根据大赛安排，选出的20份优秀计划书
进入复赛第二阶段，由专家评委会对进入复
赛的选手统一组织面试，通过随机提问筛选
出优秀选手，其间将配合大赛组织相关培
训、拓展训练等活动，使选手能够将所学知
识融汇运用到自己的计划书中。

评委会将针对不同行业为选手创造更
加逼真的模拟环境，让选手提前熟悉并适应
未来就业岗位，以此考察选手作为创业者必
备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包括激情、胆量、创新
精神、职业精神、领导力、抗压度、目标感、价值
观、自我表现、团队精神、沟通与谈判技巧。

本报青岛12月15日讯(记者
陈之焕) 青岛山东路一居民家墙
缝中惊现水银(本报12月15日A13

版报道)。15日，青岛市疾病控制中
心的空气检测数据显示，该住户厨
房空气中汞含量为正常大气的
1000多倍。

15日，经青岛市疾病控制中心
工作人员检测，郎先生家厨房空气
汞含量为普通大气中的1000多倍，
但是低于政府要求的正常人员作
业8小时接触的0 . 02mg/m3。

随后，青岛市环保局一行4名

工作人员来到郎先生家，他们认为
可能是房子在装修时，某种仪器检
测房屋时意外泄漏所致，他建议郎
先生与开发商协商，将发现水银的
瓷砖揭开，以便进一步查找原因。

开发商环宇房地产公司负责
处理该事宜的法务人员曲正宇表
示，公司已报案，请求公安人员前
来处理此事。对于郎先生的要求，
曲先生表示，此事与开发商无关，

如果郎先生能够证明这是房屋质
量的问题，开发商会承担相应的责
任。

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岛市并
没有官方的检测机构能够鉴定郎
先生家出现水银的原因。郎先生只
能找一些半官方的鉴定所进行鉴
定，而鉴定费用往往比较高。对于
开发商要求自己举证，郎先生表示
不能接受。

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记
者 李钢) “九因子？这个药
一直缺，五六年了，供货一直
不正常。”15日，记者从省城
各大医院了解到，乙型血友
病患者救命药凝血酶原复合
物(俗称九因子)已经断货数
月。据业内人士介绍，原料减
少、技术门槛高直接影响了
该药的产量。

“刚有一个病人，因血友

病腹腔出血来医院，可医院
没药，病人自己费了好大劲
从大庆买了几支药。”省千佛
山医院血液科主任毕可红介
绍说，凝血酶原复合物是治
疗乙型血友病患者的有效药
物，如果不能及时用药，可能
危及到患者的生命。此外，其
他有些肝病、创伤等大出血
也会使用这种药，该药一直
都很紧张。

在省城其他几家大医
院，记者了解到，各医院都
出现了凝血酶原复合物断
货的情况。“我已经很久没
开这种药了，相比来说，乙
型血友病患者也比较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科
主任医师陈学良介绍说，该
药是从血浆中提取出来的，
在该药出现缺货的时候，也
可以选择直接输血浆，“不

过，血浆平时也比较紧张。”
不仅仅是医院，大医药

公司早就体会到了该药的
短缺。“九因子啊，缺货已经
不是近期的事了，从我开始
干药品行业开始，供应就不
正常。这五六年尤其严重。”
已经从事药品销售十多年
的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雷说。他认为，
造成此药短缺的主要原因

是血浆原料短缺和技术门
槛比较高。

据介绍，生产九因子需
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8月
份采血，再送到药厂，药厂
制出成品后再经过检验，上
市 的 时 间 大 概 要 到 1 1 月
份。但从今年 8 月份开始，
我国贵州等几个省份的血
站被取消了不少，这直接导
致 血 源 比 较 紧 张 。血 浆 少

了，九因子的产量自然受到
了影响。

此外，由于从血浆中提
取九因子的技术要求较高，
目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极
少。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新
乡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
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生产九因
子。但两厂家均表示，目前没
货。

本报临沂12月15日讯(通讯员
陈兆永 记者 郇恒吉 ) 14

日，临沂市临沭县公安机关经过9
天的侦查，破获一起特大生产伪
劣农药案，捣毁了一个生产窝点，
涉案价值100余万元。

12月5日上午，临沭县公安局
接到环保部门反映：在临沭镇
大琅琳子村有一处疑似生产假
农药的黑作坊。当天中午，民警
来到大琅琳子村西南的一处废
弃养鸡场，对生产农药的现场
进行查封。该生产场地地处偏
僻的村西南一角，紧邻养猪场
和果园，七八名农民工正在干
活。房门外是一大堆灰白色的
沙子，室内南部有两个小型搅
拌机和一大桶发出刺鼻气味的
化工原料，室内正中间有一口
角铁焊制的简易漏斗，里面是
已经掺拌好紫红色化工原料的

沙子，一旁的工人正在装袋、封
口、装箱……

民警立即对农药成品和半成
品进行清点查封，共清点出假农
药2920箱，空包装箱1100个。随
后，民警将负责管理生产的李某
带离审查，而主要负责人袁某、李
某在逃。

据办案民警初步查明，今年
8月份以来，江苏新沂人袁某和
郯城人李某先后在临沭县曹庄
镇大哨村从事伪劣农药生产。
为避人耳目，10月中旬，他们又
将 生 产 地 点 转 移 到 大 琅 琳 子
村。袁某、李某用购买的谷粒状
沙子和化工原料，经过简单搅
拌后制成假农药。据悉，这个窝
点先后生产假农药2万余箱，涉
案价值10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
依法拘留。

“好客山东”全国叫响

山东旅游揽得

多项创新大奖

省财政5000万元

支持生态农业

和新能源建设

养鸡场里造出百余万元假农药
临沭警方捣毁了这个制假窝点，现场查封了2920箱

省青年创业大赛创意20强出炉
由专家“盲评”产生，将角逐万元大奖

厨房空气汞含量为普通大气千倍
郎家水银来源成谜，开发商称已向警方报案

居民家中惊现水银

名次 项目名称 姓名 分类
1 益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王万斌 山东理工大学
2 誓诺三农信息站 孙钦仁 社会青年
3 基于DirectX实时试衣模拟系统 张润峰 山大威海分校
4 “水缘花”水培花卉创业实践项目 吕常笑 山东农业大学
5 手机大众医疗系统 尹娜 山东中医药大学
6 新生运动产品养护服务公司 赵玉廷 社会青年
7 “Xi”书人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计划书 杜鹤 曲阜师范大学
8 思源化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 樊堂聪 山东建筑大学
9 剪简单剪纸商业计划书 刘子敬 威海职业学院
10 书艺人生文化传媒 张振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11 “绿之韵”沼气能源循环发展 王金荣 烟台大学
12 俏夕阳股份责任有限公司 李明蕙 社会青年
13 益农农民工培训学校 李建国 山东理工大学
14 华振鞋业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书 葛普 社会青年
15 济南贝爱特尔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王文基 山东大学
16 和韵舞蹈工作室 迟雅璐 山大威海分校
17 山东立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 常浩 山东大学
18 名校服饰 鹿爽玲 山东财经大学
19 东营完美空间墙体彩绘 王新奇 社会青年
20 本草药膳馆 高源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山东省青年创业大赛创意组20强

在这个简陋的窝点里，制造了大量的假农药。

本报济南12月15日讯
(记者 乔显佳) 记者15日
从省旅游局获悉，为营造热
闹红火的过年气氛，2012年
第三届好客山东贺年会又
推创新之举，将在各市主要
商业街区等场所，设立“城
市贺年壁”，以提高城市贺
年会整体形象。

省旅游局指导各市旅
游局，结合当地情况，选择
在城市主题广场、重点景
区、街道、星级酒店、主题街
区等场所的显要位置，设置

“城市贺年壁”。将其作为各
市举办贺年会各项主要活
动的地方，充分展示各地民
俗特色和手工技术。

我省17市将设

“城市贺年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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