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烟台国际葡萄酒博览

会将于2013年7月5-7日在烟台开

幕，为宣扬葡萄酒文化，丰富会议

内容，满足葡萄酒爱好者的需求，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受组委

会、烟台市葡萄与葡萄酒局委托，

在2013年7月5日开幕式当天上午9

点58分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一层

C馆推介中心举行烟台西夫拉姆、

瑞枫-奥塞斯名酒拍卖会。

★拍卖标的：

烟台西夫拉姆酒堡品酒师、彩蝶

系列等收藏名酒一宗。

瑞枫-奥塞斯酒堡提供无一物系

列等收藏名酒等一宗。

★咨询看样：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预展：2013年6月27-28日，在公

司指定地点。

★凭有效证件，缴纳竞买保证金

100元后方能参与竞买，咨询电话

0535-6690308；18106382605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烟台西夫拉姆

瑞 枫 - 奥 塞 斯 名酒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

司于2013年7月17日10时，在莱州

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鄂仙桃货
0067号”船舶一艘，该船是钢质

船体，总长58 . 62米，型宽11 . 9米，

型深2 . 65米，总吨位729吨，净吨
2 5 5 吨 ，内 燃 机 2 台 ，总 功 率
220KW。

拍卖保证金：壹拾万元整(到本

公司指定账户截止时间：2013

年 7月 1 6日 1 1时，竞买人须在
2013年7月16日17时前持有效身

份证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展示时间及地址：2013年7月15至7月
16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咨询电话：( 0 5 3 5 ) 2 2 1 6 5 7 4

法院地址：山东省莱州市北苑路
2366号

公司地址：莱州市南阳河东路
988号
公司网址：http://www.lzpaimai.com/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3 . 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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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液未开封惊现絮状物
药品由牟平中医医院开出，牟平药监部门已介入调查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曲彦霖) 最近牟平区的市民

林先生很闹心。20日，他从烟台市
牟平区中医医院(简称牟平中医
医院）为8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堆
药品，不料第二天发现，购买的葡
萄糖注射液内却发现了絮状物。
目前，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牟平区分局已介入调查。

24日，林先生向记者出示了
一袋葡萄糖注射液，药袋没开封，
但里面却漂着絮状物。

据林先生介绍，20日上午，他

带老母亲到牟平中医医院看病。
从林先生提供的票据上可以看
到，当天林先生购买了包括5袋5%

葡萄糖注射液在内的价值500多元
的药物。林先生说他的母亲有心
脏病、高血压等疾病，为了放心才
特地到大医院买药，因为买的比
较多，便带回社区卫生室注射。

21日第二次准备注射时，社
区卫生室大夫发现一袋未开封的
葡萄糖注射液中有絮状物，并换
了另外一袋注射。当晚，老人身体
不适被林先生送往烟台毓璜顶医

院治疗。林先生带着有絮状物的
葡萄糖注射液到牟平区中医医院
一间办公室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
复，随后联系了本报记者。

记者看到，这是一袋250ml的
葡萄糖注射液，标注的生产厂家
为山东金朗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为“130309R”。在林先生提供
的另外两袋还没使用的注射液
中，没有看到有絮状物。

记者先后两次来到牟平中医
医院，经由办公室于主任联系到
药剂科唐主任，最终确认有絮状

物的葡萄糖注射液确为牟平区中
医医院售出。唐主任称将联系供
应商和厂家给林先生答复。

另外，林先生已将这一情
况反映到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牟平区分局稽查队，工
作人员已介入调查。24日下午3

点左右，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牟平区分局工作人员将
这一批次的 4 2 1袋葡萄糖注射
液封存，并抽样送检，等待烟台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验
报告。

行车，安全第一

22日晚上9点多，在滨海路
辛安河大桥西侧一路口，一辆雪
铁龙轿车和一辆长安轿车相撞，
长安轿车前部受损严重，雪铁龙
轿车左前侧的大灯碎了。民警提
醒车主，到路口时不要抢行。

本报记者 于飞 摄影报道

买的长途客车票

半路却转小面包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于飞 见习记者 田甜) 23

日傍晚6点，蓝女士在潍坊坐上
了到威海的长途车，谁知到了烟
台后，司机却将一车乘客转到一
辆面包车上。一车乘客在拥挤的
车厢内熬到深夜才到达威海。

据蓝女士介绍，她23日下午
在潍坊买了张去威海的长途车
票。当晚10点左右，车到了烟台，
司机却说烟台是终点站，让车上
的11名乘客坐一辆荷载7人的面
包车去威海。

大家人生地不熟，虽然上火
也只能忍了。当天深夜11点左
右，蓝女士等人才终于到了威海
汽车站。蓝女士拍下了这辆面包
车的车牌号。经查，该车没有营
运资质。

记者联系到了潍坊车站，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蓝女士当天买
票的时候已经没有威海的直达车
了。工作人员在提醒会换车的情
况下，让蓝女士上了另一辆车。可
是蓝女士等人根本不知道，换来
的是辆没营运资质的面包车。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市民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市民于女士
前些日子乘车从青岛来烟台，结
果车开到莱阳后说到终点站了，
让乘客换别的车到烟台。乘客们
只好上了一辆比较破旧的车，谁
知，这辆车到黄务又停了，让乘
客们自己坐公交到市里。

记者从烟台运管部门了解
到，如果乘客所乘坐的车辆出现
故障，司机可以找别的车来转运
乘客，但是必须是正规的客运车
而且要向运管部门报备。如果车
辆不存在故障就中途转运乘客，
乘客可以记下车牌号，向运管部
门投诉。

嘉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邹
积武介绍，如果乘客本来乘坐的
是豪华客车，后来被转上了普通
客车，那么这实际已经侵害了乘
客的合法权益。乘客遇到这种情
况可以拒绝乘坐第二辆车，也可
以要求退钱。邹积武还提醒乘
客，如果被转上的车没有合法的
营运资格，一旦发生事故，乘客
的权益是很难得到维护的。

同批次注射液

已封存并送检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在发现问题后，林先生找到了牟平中医医院。院
方证实药品确实是从医院售出的，正联系厂家查找出
现絮状物的原因。目前，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牟平区分局稽查队已将同批次的421袋葡萄糖注射液
封存，并取样送检。

据林先生介绍，20日上午，他
带80岁的老母亲到牟平中医医院
看病。大夫诊断后开出了500多元
的药物，其中包括5袋250ml的葡
萄糖注射液。

林先生交款取药后带母亲回
家，并于当天下午在社区卫生室
注射了其中一袋葡萄糖注射液。
21日下午，当社区卫生室的大夫
准备再次注射时，发现一袋葡萄
糖注射液中漂浮着絮状物。大夫

随后换了另一袋注射。
21日晚，林先生的母亲身体

不适。林先生赶紧把母亲送到了
毓璜顶医院治疗，到现在住院三
天。

林先生称，他曾带着发票、尚
未启封的袋装葡萄糖注射液找到
医院，要求院方给予处理，却得到
分管处理此事的主任不在家的答
复，一名女工作人员只是让他等
等看。

第二袋药发现异物

24日，林先生带着一袋250ml

塑料袋装的葡萄糖注射液找到了
记者，肉眼可清晰看到袋内的絮
状物。记者仔细查看，发现袋口并
未开封，袋身也没有破损。

袋身的文字信息显示，生产日
期是“ 2 0 1 3 . 0 3 . 0 3”，有效期至

“2015 .02”，生产批号为“130309R”，生
产厂家是山东金朗制药有限公司。

24日上午，记者找到牟平中医
医院办公室于主任，于主任找到药
剂科唐主任处理此事。唐主任称需
要看到实物和发票，才能确认是否
是牟平中医医院售出的药品。

药袋里漂着絮状物

24日下午，带着有絮状物的
葡萄糖注射液和发票，记者同林
先生再次找到牟平中医医院药剂
科唐主任。唐主任查看过后称确
实没有漏气，并确认这袋葡萄糖
注射液确实是牟平中医医院售
出，但絮状物产生的具体原因需
要厂家的答复。

唐主任称，医生护士注射前

都要对药名，看药、加药前必须检
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售药时也
会查看，由于注射液外还有一层
塑料包装，可能导致工作人员当
时看不清。

唐主任立即拨打供应商电
话，称将联系厂家给林先生答
复。三方稍后商量如何解决此
事。

药品确从医院售出

24日下午2点左右，烟台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牟平区分局稽
查队对林先生的投诉进行了受
理。稽查队工作人员查看了葡萄
糖注射液，并对林先生的遭遇进
行了询问，填写了举报登记表，称
将对此事进行调查。

下午3点左右，3名烟台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牟平区分局的工
作人员来到牟平中医医院药剂科。

一名姓贺的工作人员称，将对
这一批次的421袋葡萄糖注射液封
存，并抽样送检，等待烟台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验报告。

同批次注射液已封存

24日凌晨3点多，在204国道
旺远路口，一辆满载黄豆的半挂
车和一辆自卸车相撞，自卸车驾
驶员被困。经福山消防施救，司
机被及时救出，只是腿部擦伤。

通讯员 刘伟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影报道

未开封的葡萄糖注射液中清晰可见絮状物。记者 曲彦霖 摄

药监人员现场封存了同批次药品。 记者 曲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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