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齐鲁鲁个个人人大大病病求求助助平平台台上上线线
困难大病患者可拨打热线4006866299求助

本报济南1 1月7日讯 (记
者 陈玮 ) 一滴水微不足
道，汇聚在一起却可以改变
世界。11月6日，“水滴汇聚，
温情齐鲁”公益行动发布会
在山东济南举行，齐鲁晚报
联 合 水 滴 汇 聚 基 金 会 发 起

“齐鲁儿童救助健康扶贫项
目”，计划一年共同筹集一百
万元用于救助山东省困难儿
童大病患者。同时，水滴筹还
联合齐鲁晚报，发起了“齐鲁
个人大病求助”热线，困难大
病患者如需帮助，可拨打求
助热线4006866299。

近年来，随着我国深化
医疗改革、健康中国建设的
积极推进，我国国民健康水
平 和 健 康 意 识 有 了 显 著 提
升，医疗保障水平也大幅度
提高。但是由于发展的不平
衡性，“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仍然存在。家庭成员突发重
大疾病、需要支付较大医疗
费用时，整个家庭深陷困境。
而 这 个 时 候 就 需 要 医 保 报
销、民政救济、慈善救助、个
人求助等多渠道来实现“精
准扶贫”。

为给国家精准脱贫攻坚
战助力，齐鲁晚报与水滴筹
共同发起设立“齐鲁个人大
病求助平台”，给广大群众提
供一个全方位的个人重大疾
病求助服务平台，结合电话
热线、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
为大病患者服务，尤其是借
助移动互联网力量，帮助引

导患者通过新兴的个人求助
社交平台发起个人求助。

今后，通过“齐鲁个人大
病求助平台”发起的个人大
病求助，齐鲁晚报将选择重
点故事进行报道，而水滴筹
也将发挥平台优势在“爱心
首页”配合，同时志愿者们也
将深入线下配合患者提供筹
款咨询等辅助服务。同时，齐
鲁晚报和水滴汇聚基金会还
将联合发起“齐鲁儿童救助
健康扶贫项目”，结合双方优
势，计划一年共同筹集一百
万元用于救助山东省患有大
病的儿童。

上线仪式上，山东省千
佛山医院、山大齐鲁儿童医
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山东
省立医院西院等医院代表，
医生、护士代表出席，表达对

“水滴汇聚，温情齐鲁”公益
行动的支持，并提出宝贵意
见。

正逢记者节来临之际，
主办方还携手山东籍奥运冠
军邢傲伟举办“致敬体育英
雄”活动，邀请山东体育记者
加入中青年抗癌互助计划。

水滴集团在2016年成立
之初，就以“保障亿万家庭”
为使命，通过互联网高效地
为大病患者解决医疗资金问
题，通过水滴筹、水滴互助和
水滴保搭建起有效的“事前
保障”和“事后救助”体系。截
至9月底，水滴全平台独立付
费用户数成功突破1 . 6亿 ,成
长为国内互联网健康保障领
域的独角兽企业。

据出席启动仪式的济南
槐荫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玮
介绍，水滴集团与济南市槐
荫区政府就“济南市互联网
医疗健康保障”项目进行了
签约。槐荫区大力实施惠民
工程，每年投入1亿余元实施
一批民生公益项目，民生投
入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75%
以上。今年以来，发放医疗救
助、农村特困家庭救助、困难
家庭子女救助等各类救助金
2279 . 03万元，惠及7 . 9万人
次。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 (记
者 孔雨童) 6日，GE医疗与
威高药业合作建立的“生物工
艺一次性耗材”全球生产基地
在山东威海竣工投产。作为GE
医疗深化落实全面本土化战略
的重要里程碑，该基地投入运
营后，将为中国客户提供在价
格与供应上更具竞争力的产
品，满足中国市场对生物工艺
一次性耗材日益增长的需求。
当日，双方为新工厂的启用举
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一期产
品也正式面世。

根据GE医疗与威高药业
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通过先后三期项目实现针
对中国和全球市场生产线战
略布局。其中，一期项目符合
ISO Cla s s 7标准的洁净厂
房占地面积约400平米，可实
现年产能3万个2D及3D一次
性储液袋及WAVE波浪式生
物反应袋，总计涵盖1 9个品
类的4 2款产品。其后的二期
和三期项目还将有望根据后
续生产需求再扩建。

此次发布的全线产品基
于GE医疗全新专利FortemTM

膜平台打造，将最大程度帮
助药企减少一次性耗材验证
成本。由于采用独特工艺生
产 ，拥 有 十 层 共 挤 出 层 的
For t em T M 膜厚度仅为330微
米，其中的双隔气层可有效
降低气体透过率，保证储液
更加安全、稳定。

此次本地化产品的整个生

产过程除采用GE医疗全球统
一的液体接触原材料、生产设
备和标准操作规范，还严格
遵循GE医疗全球统一的高标
准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
方案，从而使中国客户能够
以低于进口同类产品的价格
享受到同等品质的产品和更
快的货期，另一方面，也能大
幅度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降
低潜在风险。

一次性使用系统的概念被
应用于制药领域已有30余年历
史。在中国，该类产品尽管起步
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
已有一批生物制药企业将一次
性使用系统引入制药工艺过程
中。由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
中心牵头组织、经各界专家共
同努力的《国际制药一次性使
用系统应用及技术指南》于
2016年编纂完成，为中国药监

系统对一次性使用系统的监管
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也为产
品生产企业提供了可查阅的资
料。

GE医疗生命科学事业部
大中华区总经理李庆先生表
示：“GE医疗多年来深耕中国
市场，不断致力于技术创新
和发展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关
系。与威高药业的合作是我
们在生物工艺一次性耗材如
何实现本地化生产方面的一
次尝试，也是GE医疗从技术
服务本土化走向包括产品在
内的整体解决方案本土化的
开始。未来，我们期待着与更
多国内优秀的生命科学耗材
企业携手推进本地化生产，
不仅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更
好的产品，也助力这些产品
走出中国，在亚洲甚至全球
舞台上发光。”

GGEE医医疗疗““生生物物工工艺艺一一次次性性耗耗材材””基基地地竣竣工工
携手威高深入全面本土化战略，赋能中国生物制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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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拐拐杖杖助助行行救救助助仍仍在在继继续续
全全省省患患者者仍仍可可报报名名

11月5日上午，驻柳埠
街道三岔村“第一书记”李
乐营、三岔村书记陈克岭协
调申请“金拐杖助行”股骨
头坏死救助对象陈允信成
功完成全部救助手术，效果
良好。据悉，这是金拐杖助
行救助的又一个患者。目
前，2018“金拐杖助行”救助
仍在进行中，全省患者皆可
报名。

由于第一次手术康复
顺利，这次术前陈大哥神
情愉悦看上去和上次到院
判若两人，心情也特别好，
并且一再表示感谢。11月5
日 ，恰 逢 陈 大 哥 的 生 日 ，

“金拐杖助行”股骨头坏死
救助对象陈允信被推进手
术室并成功完成全部救助
手术。

济南骨科医院郭延章
院长指出，由于诸多原因导
致股骨头坏死患者相对较
多，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
生活，尤其是贫困家庭患
者，在心理和经济上都承受
了很大的负担。2018“金拐
杖助行”救助仍在进行中，
全省患者皆可报名。凡想报
名参加“金拐杖助行”股骨
头坏死救助活动的患者，只
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贫困
证明提出救助申请，“金拐
杖助行”股骨头坏死救助办
公室的工作人员会对材料
进行审核，并由专家初步确
定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符
合救助条件的患者可分批
前往济南骨科医院进行康
复治疗。咨询热线：0 5 3 1 -
67966666

济济南南天天桥桥区区实实现现
药药具具自自动动发发放放全全覆覆盖盖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记
者 王小蒙) 5日，记者从
济南市天桥区妇幼保健计划
生育服务中心了解到，该中
心先后投入七十余万元，搭
建了智能药具服务平台。在
全区15个街道办事处，安装
智能化药具自助服务发放机
76台，实现了药具自助发放

的全覆盖。
据介绍，智能发放机多

安装在人员流动性强、人口
密度大的大型活动场所、医
疗服务机构和居委会等地，支
持手机端进行地图导航到达
领取点，同时还可微信扫码领
取药具，只要绑定身份证就可
以，无需身份证实现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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