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机器器正正转转着着，，竟竟用用手手去去掏掏玉玉米米皮皮
三无产品多缺陷和操作不规范造成机器频“咬”手

光伏上网电价

一度电一块二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记者 孟
敏） 我省将大力推进全省光伏产
业发展，力争到2015年年底，山东省
光伏电池片、组件产量达到300万千
瓦以上，培育3至5家实力雄厚、在国
内外有较强竞争力的骨干生产制造
企业。

我省将实施电价扶持政策。
2013年至2015年并网发电的光伏电
站，上网电价确定为每千瓦时1 . 2元，
高于国家标杆电价部分由省级承担；
2013年至2015年，纳入国家年度指导规
模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所发全部
电量在国家每千瓦时0 .42元补贴标准
基础上，省级再给予每千瓦时0 . 05元
的补贴。

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说，根据
初步规划，我省将有序推进光伏电
站建设。利用荒山荒地、盐碱地、滩
涂、水面等未利用地及采矿废弃地，
推进各种类型的光伏电站建设。在
有条件的地区，还将开发建设风光
互补等多能互补电站。

青岛类风湿患者

女性占了八成多

本报青岛10月8日讯（记者 杨
林） 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日，调查显
示，岛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率为千分
之四到五，高于全国水平，患者男女
比例约为1：5，中年女性更易中招。

8日，记者在青岛市第五人民医
院风湿免疫科病房见到了宫女士，
因为脚趾关节变形，57岁的她已经
无法下地走动。为了摸清青岛类风
湿性关节炎的发病情况，青岛市第
五人民医院承担了“青岛地区类风
湿性关节炎患者中医辨证分型调
查”课题，选取了2010年10月1日至
2012年1月1日期间类风湿性关节炎
患者656例，发现其中男性患者69

例，女性患者587例。
“目前青岛男女性类风湿性关

节炎患者比例约为1：5。”青岛市第
五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李爱民
说，如果出现关节肿胀，有可能是类
风湿性关节炎前兆。平日里要多晒
太阳，多做户外运动，不可过分补充
钙质。

全全国国十十大大““江江河河卫卫士士””今今起起投投票票
本报推荐的山东五大“江河卫士标兵”参加评选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记
者 刘海鹏） 从5月起，本报
携手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
合发起了“寻找江河卫士”活
动。山东“江河卫士”评选日前
已经结束，9日起，全国十大

“江河卫士”评选开始网络投
票，本报推荐的山东五大“江
河卫士标兵”入围其中，获奖
者将获得阿里公益天天正能
量5万元大奖。

此次寻找和奖励“江河卫
士”的活动，由天天正能量与全
国30家主流媒体联合发起，总

计投入奖金约为200万元。作为
该活动在山东省的唯一联合发
起媒体，本报负责全省所有“江
河卫士”的寻找、报道和评选工
作。从5月开始，本报记者深入
水资源保护一线，结合读者、志
愿者等提供的线索，陆续报道
了守护村头小河的老支书尹效
敏、越河上的打捞工王文玉和
李学刚等长期致力于省内江河
湖泊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感人
事迹。最终经过严格的评选，王
德洋等12个“江河卫士”团体或
个人获得奖励，王德洋、王文玉

和李学刚、任增颖、尹效敏、张
道强将代表山东省参与全国

“江河卫士”评选。
“江河卫士”全国评选将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0
月9日到10月22日）网友评选。
网友可以登录央广网江河卫
士 评 选 页 面（ h t t p : / /
g o n g y i . c n r . c n / c n r g y /
riverguard/）进行投票，第一轮
将根据网友票数多少，选取前
三十名江河卫士晋级。第二阶
段（10月27日到10月31日）将
由天天正能量的专家评委对

晋级的30名江河卫士进行投
票，最终根据票数多少选出十
名江河卫士，给予最高5万元
的大奖。

“江河卫士”的评选已经
结束，但水资源保护的战役才
刚刚开始。面对水污染仍在不
断恶化的严峻现状，本报将联
合天天正能量继续面向所有读
者征集水资源保护或治理的想
法或创意。同时，我们也欢迎大
家积极向媒体和政府举报身边
的水污染现象——— 保护水资
源，举报就是正能量！

105国道大运河桥

长期重载成危桥

本报济宁10月8日讯（记者 庄
子帆） 8日，记者从济宁市公路局
了解到，在近期巡查养护的过程中发
现105国道任城区刘堤头至任城区南
环路口的京杭大运河桥为危桥。为了
避免意外发生，禁止重型车辆及宽度
超过2 .1米的车辆通行。

由于该桥位于京珠线济宁市西
环线，交通量大，运煤及运沙石材料
的重型车辆多，长期重载是导致结构
技术状况劣化的直接原因。过往此路
段的重型车辆及宽度超过2 . 1米的车
辆可从国道105济宁西环-省道338济
董线-嘉祥西环-国道327连菏线-国
道105济宁西环绕行。

在委托专业检测单位进行特殊
检查的同时，济宁市公路局委托交
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进行维修
加固设计。目前设计方案已完成，正
在组织审查。按照同类工程施工经
验，双幅桥维修加固工期在7-8个
月，工程预计2015年11月底全部完
成。

据生产玉米剥皮机的山
东武城大力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王玉智介绍，正规
的玉米剥皮机都有产品合格
证、产品说明书等资料，剥皮
机机身上也会标明安全警告
标志。为了防止操作时手被
卷入，正规厂家都在玉米剥
皮机的关键位置安装了防护
装置。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农
户在购买农机产品时，要及
时向销售商索要正规发票，
作为产品维修或维权的证
据。此外，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也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在
使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使
用说明书》。在使用过程中，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
作，按规定安装防护装置，在
工作过程中发生堵塞或出现
故障时，一定要先切断电源，
再进行处理。

8日，本报报道了《玉米剥皮机频频“咬”伤粮农手》，引起读者关注。本报记者调查发现，
在我省多地都出现了这种机器“咬”伤粮农的情况，医院患者扎堆。记者还发现，这些机器很
多都是三无产品，设计有严重缺陷，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此外，机器缺少说明，农民在操作中
安全意识淡薄，也是造成伤害频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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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德领 戚云雷

衣服袖子被卷，手被带进机器

8日下午，记者在山东省
立医院手足外科住院病房看
到，走廊都住满了病人。据手
足外科主任王增涛介绍，最近
正值秋收季节，被玉米剥皮机

“咬”伤的病人也格外多。
来自德州夏津的农户李

先生因为手腕被玉米收割机

绞伤，10月5日来到省立医院
治疗。李先生说，他在收割玉
米时机器卡了，没等机器停下
来，他就伸手去清理，没想到
袖子被卷了进去，接着手也被
带了进去……由于伤情严重，
李先生已经从手腕处被截肢。

王增涛表示，从省立医院

接诊的病人来看，既有济南周
边城市的，也有济南各区县农
村地区的，受伤原因不外乎两
个方面：一是机器本身的问
题，产品设计有缺陷；二是农
户违规操作，在没有切断电源
的状态下直接用手去清理堵
塞物，手很容易就被卷入了。

“咬”人的剥皮机连说明书都没有

家住菏泽牡丹区都司镇
的李先生家中种植了十几亩
玉米，为了方便剥皮，去年购
买了玉米剥皮机。

9月2日，李先生和妻子李
女士用机器为玉米剥皮。李先
生负责用木锨将玉米送到机
器中，李女士在一侧负责收拾
脱皮的玉米。“就在操作过程

中，玉米皮堵塞了，我用手去
掏，想把玉米皮拽出来，结果
正转着的机器把手绞了进
去。”回忆起当时的一幕，李女
士依然心有余悸。经诊断李女
士的大拇指粉碎性骨折，食指
由于骨折严重且多处皮肤软
组织挫伤，已不能进行再植。

在李先生家中，记者见到

了导致李女士受伤的剥皮机，
机器上未见厂名、厂址等信
息，机器连着一条一米的电线
和插头，将插头插到插座上，
机器就会启动，如果想停止机
器，只能将插头从插座上拔
掉，连个开关都没有。“去年在
附近乡镇购买时，商家连使用
说明书都没给。”李先生说。

机器没有开关，拔下插头才能停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管
是正规厂家的产品还是三无
产品，机器本身都没有开关，
在机器电机处连接一个插头，
直接插到插座上机器就启动
了，拔下插头才能停。

在都司镇一机械类门市
前，记者看到不少小型玉米剥
皮机摆放在门前。“这是去皮、

脱粒两用的机器，便于操作，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老板向
记者推销说，记者发现，有的
机器标有生产厂家、警示标
志、联系电话等信息，也有不
少机器未见任何信息。

在菏泽市双河路一机械
类门市前，也摆放着不少小型
玉米剥皮机，贵的1200元左

右，便宜的600多元，但该门市
的机器上均标有生产厂家等
信息。当记者询问机器怎么开
机时，该老板说电机上带有电
线，上面有插头直接插在插座
上使用即可。“现在这样的机
器上都没有开关，如果怕出现
事故，买回去后可以自己安
装。”

8日，从山东省立医
院、山东手足外科医院等
处也了解到，类似被玉米
收割机、剥皮机“咬”伤的
患者均呈现扎堆态势。记
者在手指被咬伤的菏泽
农民李女士家中，发现李
女士家的剥皮机是个三
无产品，连说明书都没
有，设计上存有严重的安
全缺陷。

李先生告诉记者，妻子用手从剥皮机拽玉米皮时，手指被绞了进去。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机器出现故障

先断电再伸手

提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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