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峡山区尚家庄村一读者反映

化 肥 经 营 盼 清 查
手机号为 1328XXXXXXX 的读者：我

是潍坊峡山区郑公街道尚家庄村人。现在村
里的化肥经营点有无证经营现象，经营的化
肥也真假难辨。盼望有关部门清查一下。

邹平县西董镇中王开发区一读者反映

网线烧毁一年未修
手机号为 1356XXXXXXX 的读者：我

是邹平县西董镇中王开发区人。去年我们这
里有个沙发厂着火把互联网网线烧毁了，到
现在一年多了，一直没修好，家里买了电脑
也没法上网。请有关部门督促解决此事。

单县终兴镇朱庄村一读者反映

电线山羊被盗盼破案
手机号为 1599XXXXXXX 的读者：我

是单县终兴镇朱庄的，我村的电线和山羊常
被盗贼光顾。希望公安部门能早日破案，还
山村安宁。

本报昌乐讯 (通讯员于洪波
邓有峰 刘福顺)在深入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活动中，昌乐县红河
镇紧紧抓住招商引资、全民创
业、城镇建设、民生工作、社会
和谐“五条主线”，在“五条主
线”推进下，全镇的人民腰包鼓
了、笑容也甜了。

红河镇以现有企业为主体，
围绕食品加工、油漆化工、纸品生
产、农产品深加工、纺织等固有产
业，整合资源，筑巢引凤，各个产业
在延伸中不断提质提量。仅 2009

年 1-5 月份，全镇引进项目就达
37 个，总投资额 12 亿元。

吴德香是“全民创业”热潮
中涌现出的一个典型。她是一个
不认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凭着
一股不服输、肯苦干的劲儿，在
短短几年间，硬是把只有几个人
的小作坊做成了年销售额过亿元
的大型纸制品企业。在全镇“干
部干事业、能人办企业、群众创
家业”的热潮下，红河镇干部积
极搭平台、能人大户显身手、广
大群众各辟特色产业路，已涌现

出 300 多名“吴德香”。
发展需要环境。红河镇的另

外三条主线就着力于软环境建
设，让良好的发展环境，紧紧跟
上了发展的节奏。

在“以业兴城、以城促业”的思
路下，红河镇城镇建设形成了“西
业东居，南拓北展”的发展布局，城
镇的有序发展和不断改善，释放出
的正是经济发展的活力。

民生工作做得好，能激发更
大的发展动力。红河镇坚持紧紧
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关注的

问题，及时快速解决。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土地复垦等十大
惠民工程的实施，社会福利的扩
容，让群众在有激情干事的同
时，切切实实地收获了喜悦。

科学的发展才能带来社会的
和谐，而社会的和谐则为进一步
的发展凝聚力量。在红河镇，为
了群众致富，各部门的资源要挖
掘，为了群众满意，镇、片、村
三级“会诊”的工作运行体系在
完善，呈现出干群一心、和谐发
展的良好局面。

有活力才能有魅力，有魅力才能有实力，有实力才能挖出大潜力

红河镇“五条主线”摆好发展棋

9 月 16 日，在滨
州市滨城区市西社
区服务中心举办的
流动培训课上，教师
信瑞一在给失地农
民苏春巧等人讲解
计算机操作知识。当
日，由滨州劳动部门
举办的计算机专业
技能流动培训班开
课，来自城区和农村
的 30 余位失业人员
参加了免费培训。截
至目前，滨城区共设
立流动培训点 30 余
个，培训人员 1 万余
人次。 (李荣新
王际灵 摄)

“流动”培训班上免费学技能

平度市麻兰镇任家河岔村有个远近闻名的
农民发明家，叫任增武。今年以来，他连续收
到国家专利局受理复函，一下子获得 6 项国家
专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发明之路
开始于 20 多年前制作 5 台太阳能热水器。

任增武今年 42 岁，从小就善于探究各种电
器构造原理。初中毕业后，他看到城里人安装了
太阳能热水器，便从潍坊科研所买来太阳能管，
先后制作了 5 台太阳能热水器，成为当地制作
太阳能的“第一人”。直到现在，他给自己制作的
那台老式太阳能热水器还在屋顶“服役”。从那
时起，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声远扬，他发明创新
的热情也更加高涨，而且大多与“太阳能”有关。

他发明了太阳能喷雾器，依靠直径为
60cm 可以折叠的圆形太阳能板采集能量，输
出功率可以达到 20 瓦，不但有足够的动力喷
雾打药，而且可以带动风扇转动吹风纳凉。

他研制了一种便携式新型太阳能充电器，
阳光直射 10 多个小时，便能随时随地连续给
各种电器充电使用 5 个多小时。

他设计的太阳能硅板随充叉车，不仅不用
油料，而且万一电料不够，可以用应急发电设
备供应动力，可谓双保险。

20 年来，任增武已搞了大大小小 50 多项
发明创造。在当地政府和市科技局的帮助下，
去年他开始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目前伞型
太阳能硅版电源、太阳能硅版随充电动叉车、
电动随充自发电太阳能应急补充多动力公交车
及配套装置等 6 项发明已获得国家专利，被媒
体称为“农民发明家”。 平度市 孙京信

农民发明家的“太阳能”情缘

本公司系蓄电池
修复设备专业制造

商，厂家直销新一代全面技术升级的蓄电池(瓶)修复仪，可高效
修复手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各种废旧蓄电池，效果
好、成本低。开店需投资上千元，月利万元。详情图片资料短信
索取。郑州中蓄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371-86011088
全国免费电话：400-606-1099
网址：www.zx188 .com

电池修复赚！赚！赚！

短信免费索取图片资料
13674971066

本报栖霞讯 (通讯员国锋 王强 厚来)
日前，二维码打印机在栖霞市供销联合社安装
完成并试用成功，该市苹果包装二维码溯源机
制正式启用，这对于维护栖霞苹果的形象，提
高栖霞苹果知名度，保障果农利益有着深远的
意义。

二维码是一项成熟的追溯及防伪技术，将
二维码制成标签贴在绿色食品包装上，消费者
购买产品时，只需手机扫码或发短信，即可随
时随地查询产品有关信息及企业信息，并可及
时反馈虚假、错误信息。

栖霞苹果包装二维码

溯源机制正式启动

本报临沂讯 (通讯员王立胜 曹伟)为加
强基层远教工作，近日，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
道从 52 个社区(村)公开选拔出 6 名“远教网
长”，分派到 6 个工作区，负责对辖区社区
(村)远教工作进行管理，为基层站点提供技术
支持和人员辅导，确保基层远教站点学用措施
到位。

本报利津讯 (通讯员石芳)近日，利津县
联社在县联社会议室成功组织了支持棉花加工
企业公开授信仪式，现场为 88 家棉花加工企
业授信 19600 万元。省联社东营办事处主任帖
晓鹏同志，利津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燕浩
林同志莅临现场指导。

集中授信为棉花企业送来及时雨

兰山街道组建“远教网长”促发展

本报单县讯 (通讯员张
昌伦)今年以来，单县由县、乡
镇两级政府牵头，组织教育、计
生及关工委联合开展了“3+1”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具体操作办法是，以各村
为单位筛选出监护人没有文
化、年老体弱或家庭贫困的留
守儿童，然后以“双向选择”的

办法，为每个“留守儿童”确定
一名教师、一名干部、一名“五
老人员”，定岗定责，让其分别
负责所帮扶“留守儿童”的学
习、生活和思想道德教育。同

时，在分工中合作，积极搭建
“互动”平台，努力探索帮扶留
守儿童的有效途径。目前，全县
享受“3+1”式帮扶的农村留守
儿童已有 6200 多名。

单县“3+1”守护 6200 名留守儿童

本报桓台讯 (通讯员项
云丽 于永 )新学期伊始，
900 余名新同学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走进了桓台县
职业中专的校门，他们将成
为首批享受到职业教育免收
学费政策的学生。家境相对
困难的巩鑫同学说：“今年
上半年，父亲就开始为我新
学期的学费发愁了，一听到
政府免学费的消息，激动得
一个劲地念叨‘还是政府关
心咱老百姓啊’。”

近年来，桓台县不断加

大教育投入，先后出台义务
教育段学生免学费、杂费、
作业本费等多项政策，对义
务教育段学生实现教育零负
担。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
件刚刚提出“对中等职业学
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
涉农专业学生实行免费政
策”，桓台县就率先安排资金
120 余万元，自 2009 年起对
考入职业学校的桓台籍学生
免除学费。这对多数因家境
贫困而选择职业教育的农村
学生来说，是一个大喜讯。

桓台职业教育免收学费了
首批 900 余人受益

本报龙口讯 (通讯员田少
军)9 月 10 日，龙口市龙港管理
区妇联的同志与方圆广告公司的
胡国梅经理，一起来到中村村贫
困女童邹明芯所在的学校走访。

六·一前夕，龙港管理区妇联
与计生办联合向全区各界人士发
出了“牵手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
童，关注处于困境中的儿童群体”
的倡议，受到了普遍关注。方圆广
告公司经理胡国梅主动找到区妇
联的同志，提出帮扶一名贫困女
童。在区妇联的引荐下，她与邹明
芯小朋友结成对子，并亲手将
500 元资助款送到她手中。据悉，
自 1999 年始，胡国梅已先后资助
了 5 名贫困女童。

牵手困难女童

钟雪凌 (0531)851935752009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五

ncdzzxl@163 . com

多位亲人死于肝硬化
5 月份来济南惠仁肝胆医院就诊

时，陈先生的症状非常严重，患肝硬
化且已有腹水形成，腹围已达 4 尺
1，脾功能亢进、血小板减少、低蛋白
血症。他以前曾到多家医院诊治，但
疗效不佳。

据陈先生讲，母亲、舅舅、姥姥都
死于肝硬化，他是由大三阳没及时治
疗导致的肝硬化，所以，在他的印象

里肝硬化是治不好的。后来妻子与他
离婚、同事对他敬而远之，这让他背
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只是不忍心丢
下 60 多岁的老父亲，才在父亲的恳
求下到济南惠仁肝胆医院求治。

求你们救救我儿子
“以前的主治医生说，我儿子的

症状非常严重，如果再不治疗，随时
都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儿子，我现

在可只有他这一个亲人了，没有了
他，我也活不下去了……”陈先生的
老父亲紧握着黄保兰主任的手老泪
纵横地说道。

干细胞移植是最佳选择
据了解，像陈先生这种重症肝硬

化病人，传统治疗方法已经很难治愈，
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是最理想的途径，
但其费用极其昂贵(一般需要30 万以
上)，并存在肝源紧缺、术后排斥等种
种障碍，普通家庭只能望而止步。而干
细胞移植则相对简单，费用不及肝移

植的1/10，风险小，痛苦少，其远期恢
复效果可与肝移植相媲美，被誉为“肝
硬化治疗的第二条终极途径”。

据惠仁专家团黄主任介绍，干细
胞移植技术的原理很简单，从肝硬化
患者身上抽取少量骨髓，通过特殊工
序分离，提取干细胞并输入到病肝内，
因骨髓干细胞有着很强的“因地分化”
特性，当骨髓干细胞被移植到患者肝
脏组织后，就像给枯萎的肝脏“种下复
活的种子”，“长出一块新的肝脏”，逐
渐恢复肝脏功能，使病肝重获生机。

最新统计：截止到 9 月 7 日，该
院已成功治愈肝硬化患者746 例。

(文/晓霞)

相关链接：近年来，在上级部门
的支持下，济南惠仁肝胆医院一直
致力于生物新技术的研发，并在重
大疾病的基因检测、病毒性肝炎的
生物免疫治疗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该院独资兴建了大规模、高标准
细胞培养室和华东区大型肝病细胞
治疗中心，专业致力于肝病的检测、
治疗和评估，有效阻断肝硬化、肝癌
的发生和发展，为众多肝病患者送
上康复的福音。
24 小时咨询电话：

0531-66779999
网址：www . hrzyy . com
医生QQ 在线：473821173

我省治疗肝硬化进入干细胞时代
乙肝大小三阳早期不及时治疗，转变肝硬化、肝癌几率大

入院时，陈先生的腹围 4 尺 1 出院时，陈先生的腹围减到 2 尺 8

7 月 6 日，是身患肝硬化的重症病人陈先生康复出院的
日子，两个月前，他在济南惠仁肝胆医院实施了干细胞移植，
治愈了折磨他数十年的肝病。至此，经该院治愈的肝硬化患
者达 600 例，我省干细胞移植治疗肝硬化进入干细胞时代。

投资千元，日近百元。 1506925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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