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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4月2日讯 我省流感监测网络实
验室未检测到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H5N1禽流
感，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亦尚未发现类似病
例。今天，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性传染病
防治所所长王显军作了这样的表示。

王显军介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通报的3例病例，临床表现均为早期出现发热、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进而发展为严重肺炎
和呼吸困难。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从3例病例标本中均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

毒。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
专家，将3例患者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除此之外，上海、安徽确诊患者的所有密
切接触者中目前均未发现类似病例。

国家流感中心对分离到的新H7N9病毒进
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为禽流感H7N9病
毒与禽流感H9N2的重组病毒。目前对该病毒
及其感染病例的临床特征认识还非常有限，感
染之后能否引起轻型病例或其他临床表现尚不
清楚。此次发现的人感染的H7N9禽流感病
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感染
病例也是首次确定。该病的感染来源、人际间

的传播能力、疾病感染谱尚不清楚。
我省流感监测结果显示，2012—2013流行

年度病毒监测结果以流感病毒A型H3N2亚型为
主，流感样病例门诊就诊比例未超过去年的同期
水平，疫情尚属平稳，近期流感疫情未出现异常
增多的情况。目前，我省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未
检测到人感染H7N9禽流感和H5N1禽流感，不
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亦尚未发现类似病例。

我省专家评估认为，考虑到H5、H7和H9
型禽流感感染人的事件在世界上和我国已有发
生，而我省与本次报告病例的省份同属华东地
区，故不能排除存在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的风险。我省已将不明原因肺炎、人感染
H7N9和H5N1禽流感病例纳入到流感常规监测
系统中，加强培训和监测工作。

省卫生厅还要求各地全面加强流感的防控
工作，特别是在流感易发生聚集性流行的学
校、托幼机构、家禽和家畜养殖场、集体单位
等重点单位，要落实好晨午检制度，对咳嗽等
上呼吸道不适症状者及时测体温，发现病人及
时通知家长或去医院就诊，一周内发现多例有
流感样病例聚集现象，要立即主动报告当地疾
控机构及时处置，并加强校舍、工作场所的通
风和消毒措施。

我省未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
已将不明原因肺炎等病例纳入流感常规监测系统

4月2日下午，针对近日我国局部地区出现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济南市卫生部门做
出相关通报说明。济南市已针对防控人感染
H7N9禽流感开展多项工作，已确定济南市传
染病医院为定点医院，并将人感染H7N9禽流
感纳入监测体系。除严格落实国家卫计委的防
控策略和治疗原则外，省城将在近期对济南市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呼吸科、儿科、检验科、
影像科等科室开展重点培训，并强化监测和流
行病学调查。另悉，济南市计划，将于4月7日
世界卫生日之际，开展以宣传人感染H7N9禽
流感防控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代玲玲

税收，关乎经济发展，关乎百姓民生。
“2012年度山东纳税百强”榜单4月2日公布，
引来颇多关注。

经济增长有质量有效益

据山东省国税局总审计师孙德仁介绍，
2012年，全省税收收入规模突破7000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11 . 2%，而纳税百强企业缴纳税
款总额占到了全省税收的31 . 23%，同比增长
12 . 41%，上榜门槛更是首次突破4亿元。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山东财经大学财
税 学 院 副 教 授 郭 健 用 “ 快 ” 、 “ 大 ” 、
“高”、“广”四个字，概括了自己对2012年
度山东纳税百强榜的整体感受。

具体而言，“快”是指上榜百强企业缴纳
税款增长快；“大”是针对百强企业纳税占比
而言；“高”则是指税收集中度高，年纳税额
超过20亿元与上年相比增加3户，占百强纳税的
总额达到68%；而“广”，无论是从产业、行
业、所有制还是区域分布来看，上榜企业都呈
现了分布广的特点。

郭健分析认为，2012年，面对复杂多变的
经济形势，我省税收实现稳健增长实属难能可
贵，这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宏观环境。

资料显示，去年，山东经济实现平稳较快
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迈上5万亿元台阶，增长
9 . 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突破4千亿元，同比
增长17 . 5%，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此外，
从企业效益增长情况来看，去年，山东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利税，
也都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较高增幅。

“这些都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郭健表示，企业效益改善了，纳税能力
提高了，税源质量好了，纳税贡献自然就增
加。可以说，纳税百强门槛的进一步提高，也
同时反映出我省经济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是
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

折射调结构积极变化

在郭健看来，“税收，是企业及行业的晴
雨表。”山东纳税百强榜中呈现的结构，正是
山东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与目标。

2012年，山东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由2011
年的8 . 8：52 . 9：38 . 3调整为8 . 6：51 . 4：
40 . 0。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
了1 . 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上升了
1 . 7个百分点，首次达到了40%。

反映在税收上，就是工业税收增幅有所下
滑，而服务业税收快速增长，在上榜百强企业
中有28户是服务业企业，比上年增加8户，纳税
额增长了30%，这就证明，近年来我省实施的
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等转方式调结构的一系列
政策措施见到了实效。

近年来，山东积极实施重点区域发展带动
战略，特别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此，省里出台了
加快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培育优势特色产业、
培育特色园区建设等重大举措，可以说“两区”建
设已经成为全省区域发展的“两大引擎”。去年百
强榜单中“两区”企业到了66家，彰显了国家战略
的巨大发展优势和产业带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
鲁南地区，上榜企业纳税增幅高于“两区”近20个
百分点，也反映出这一地区发展后劲很足。“从纳
税百强的地域分布可以清晰地看出，全省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转调空间依然广阔

最后，郭健提醒说，“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还要看到下一步山东的发展还有许多潜力
可以挖，还有一些工作可以进一步加强。”

比如，在排行榜前30名企业中，有27户

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而民营私营企业数量
有所减少，应该说近些年全省出台了不少关于
促进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措
施，非公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了
很大改善，但如何推动具有一定实力的龙头民
营企业尽快做大做强，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再比如，山东的工业结构相对偏重，纳税
百强企业中传统的采矿、煤炭、石化等行业比
重还比较大，与之相对的就是高端装备制造、
新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较
小，这也说明我们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还
十分艰巨，不能有丝毫放松。

“纳税百强榜”折射山东转型路径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２日电 记者２日从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江苏省确诊４例人感
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目前，患者病情危重，正
在全力抢救。

据江苏省卫生厅４月２日通报，患者许某，
女，４５岁，南京市江宁区人，从事活禽宰杀工
作。３月１９日出现发热、头晕、全身酸痛乏力等
症状。３月２７日上午，由于病情加重转至南京市
某医院ＩＣＵ治疗。３月３０日下午，江苏省疾控中
心检测显示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４月２日
下午，经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实验室复核为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按照有关要求，４
月２日下午，江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依据病例
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诊断该病例为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
例。该患者为江苏省首例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
例。经调查，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共４９人。经

医学观察，截至目前，病例所有密切接触者均
未发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患者桑某，女，４８岁，宿迁市沭阳县人，从事
板材加工工作。３月１９日出现发热、头晕、咳嗽等
症状。３月３０日，由于病情加重，患者转院到南京
市某医院ＩＣＵ救治。３月３０日，江苏省疾控中心检
测显示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弱阳性。４月２日下
午，经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实验室复核为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按照有关要求，４月２
日下午，江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依据病例的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
该病例为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经调查，
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共有６０人。经医学观察，截
至目前，均未发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患者沈某，男，８３岁，苏州市吴江区人。３月２０
日出现发热、咳嗽、咳痰、伴胸闷、气喘及胸痛等
症状。３月２９日，患者病情加重，至吴江区某医院

治疗。４月１日，经江苏省疾控中心检测确定为
Ｈ７Ｎ９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按照有关要求，４月２
日下午，江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依据病例的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
该病例为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经调查，
该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共有１５人。经医学观察，截
至目前，均未发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患者张某，女，３２岁，常州人，现居无锡市滨
湖区，无业。３月２１日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３月
２８日，患者病情加重转入无锡某医院ＩＣＵ治疗。３
月３１日，经江苏省疾控中心检测确定为Ｈ７Ｎ９禽
流感病毒核酸阳性。按照有关要求，４月２日下午，
省卫生厅组织专家，依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该病例为人感
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确诊病例。经调查，该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共有４３人。经医学观察，截至目前，均未发
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江苏发现４例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病例
目前患者病情危重

2月2日、2月3日，贵州先后确诊两例人禽流
感患者，其中，女性患者于13日死亡。2月22
日，贵州另一例人感染禽流感患者死亡。

3月31日，卫生部通报：上海和安徽发现三
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两例上海患者已死
亡，一例安徽患者病情严重正在抢救。两名上海
患者为男性，分别是87岁和27岁；安徽省的患者
是名女性，今年35岁。3名感染者具体感染来源
尚不清楚。对这三例病例，世界卫生组织4月1日
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了通报。

此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
发现新亚型流感病毒，国内外尚无针对这一病毒
的疫苗。

近期人感染禽流感病例

H7N9是禽流感的一种亚型。流感病毒颗粒
由两型表面糖蛋白覆盖，一型为血细胞凝集素
（即H），一型为神经氨酸酶（即N），H又分
15个亚型，N分9个亚型。所有人类的流感病毒
都可以引起禽类流感，但不是所有的禽流感病毒
都可以引起人类流感，禽流感病毒中，H5、
H7、H9可以传染给人，其中H5为高致病性。依
据流感病毒特征可分为HxNx共135种亚型，
H7N9亚型禽流感病毒是其中的一种，既往仅在
禽间发现，未发现过人的感染情况。这个病毒的
生物学特点、致病力、传播力，还没有依据进行
分析判断。

■名词解释

H7N9禽流感

流感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常规防
控措施为：勤洗手、室内勤通风换气、注意营
养、保持良好体质。出现打喷嚏、咳嗽等呼吸道
感染症状时，要用纸巾、手帕掩盖口鼻，预防感
染他人。人感染H7N9、H5N1禽流感均为呼吸道
传染病，除按照流感的常规措施预防外，还要特
别注意不生吃鸡蛋、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病死禽、
病死猪等家畜。一旦出现异常，应及时就医，做
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治疗。

■相关链接

人感染禽流感

的预防

省城加强防控

人感染H7N9禽流感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梁挺雄２
日说，非常关注内地首次发现人感染Ｈ７Ｎ９病
毒的个案，会特别向由安徽和上海来港的旅客
作出广播，呼吁他们若感不适，应尽快告诉工
作人员或通知港口卫生署人员。

香港关注内地

人感染Ｈ７Ｎ９病毒个案

针对为何20多天后才公布人感染H7N9禽流
感信息的疑问，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答：
H7N9是新型病毒，该病例在门诊和收治过程中
进行了检测，先排除了SARS等已知病毒，再进
行未知病毒判断和诊疗。经过基因测序和比对，
并送国家疾控中心病毒分离确认后，确定其感染
H7N9病毒。未知病源的检测是相当困难的，需
要一段时间。

为何20多天后

才公布感染H7N9信息

上海疾控中心负责人吴凡4月2日表示，新
发现的流感病毒是人感染禽流感病毒，还是禽
流感病毒经过突变成为人流感病毒，目前尚未
明确，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来源于猪。

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上海市卫计委、上海市疾控中心、上海
市农委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上海H7N9禽流感疫
情防控情况。上海市卫计委主任徐建光介绍，
上海启动流感三级应急预案后，确定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为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加强发热门诊，发现符合不明原因
肺炎定义的病例后，及时启动报告和处置流
程；医疗机构认真落实病例消毒、隔离措施，
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

上海全市43个流感监测点和130家开设发
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不明原因肺炎主动搜索的频
率今起从“每周报告”制度改为“每日报告”制
度。专家组同时成立，分析疫情发展趋势，强化
疾病危害程度研判和风险评估，提出防控建议。

上海称无证据表明

H7N9病毒来源于猪

（本组稿件综合本报记者田可新及新华社
等报道）

□新华社发
这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发

热初筛门诊(4月2日摄)。
当日记者从北京市卫生

局了解到，针对H7N9病毒
的检测试剂2日已到北京。
北京市已将H7N9病毒纳入
北京市流感和不明原因肺炎
监测体系。除了对H7N9病
毒的监控外，北京市还要求
各医院加强应急值守，并储
备相关疫情用品。

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2
日表示，北京尚未发现此类
病例，也未发现不明原因的
肺炎患者。

北京将H7N9病毒纳入传染病监测网

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调查，患H7N9禽流感3
月4日去世的87岁李姓患者，在发病前并没有接
触过禽类，也没有外出史。而另外一名死者，27
岁男性吴某，2月27日因为发热咳嗽等症状，就
诊于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3月10日经抢救无效
死亡。

记者了解到，吴某是今年1月从江苏到上海
闵行一家菜市场从事猪肉销售工作，虽然菜市场
也有禽类销售，但是吴某与它们并没有接触。

上海禽流感患者

发病前未接触禽类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4月2日讯 青岛市今天启动食品安

全行动联盟主题活动之奶业行动，将采取统一采
样、盲样送测、多方检验、专家研判等方式，对
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专项抽检。

青岛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食安办主任李明介
绍，抽检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既包括圣元、麦
高、索康等青岛本地产奶粉，还包括美赞臣、雅
培等在青岛销售的原装进口主流品牌。检测项目
达到18大类115项，除婴幼儿奶粉国家标准强制
性检测项目外，着重于风险性指标的检测评价，
以期对婴幼儿奶粉的质量进行全面客观评价。

采样工作由青岛市食安办统一组织，一律从
经销主渠道大型商场超市或专卖场抽取。实行盲
样送测，所有抽检的奶粉均进行封闭包装，检验样
品和备用样品包装、签封设有防拆封措施，检验机
构在接受样品时应查验签封及样品状态，并进行
盲样检测。邀请国家权威检测机构、全国知名第三
方检测机构、异地独立检测机构和国际连锁检测
机构共5家检测机构进行并行检测。3月22日，，
从大型商场超市抽取了6个国家和地区的9个品牌
婴幼儿配方奶粉样品，送至检验机构检测。检测
结果将于4月10日前后公布。

青岛盲检奶粉
问题奶粉企业将遭严管重罚

□李承新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4月2日讯 今天，由省工商联、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主办，山东财经大学承办的
“2013山东民营企业人才招聘会暨山东财经大学
毕业生就业推介会”在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举
行。全省17市450家民营企业提供岗位7874个，涉
及财政、金融、保险、文秘、科教、商贸、政
法、企业管理等多个领域和行业。来自山东大
学、山东财经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等
10余所省内高校的约1 . 4万名毕业生到会应聘。
截至中午，用人单位共接收求职简历8869份，
885人与用人单位达成意向。

民企集中招聘人才

山东纳税百强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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