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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夏天棋

11月7日上午，2019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在山东省烟台市拉开大幕。
盛会开启，一组最新统计数据为其添彩——— 截至目前，烟台市医药健康行业已有境内

外上市公司和并入上市公司生产企业13家，16种新药入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
专项，烟台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首批6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

在新兴产业主导经济崛起的今天，医药健康产业正成为烟台市应对城市竞争的核心
产业。近年来，烟台医药健康产业每年以近15%增幅保持高速增长。到今年底，全市生物医
药产业销售收入将突破900亿元，力争达到千亿元。

2019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7日在烟台拉开大幕

全全市市生生物物医医药药产产业业收收入入力力争争达达千千亿亿

黄黄留留业业教教授授荣荣获获““敬敬佑佑生生命命··荣荣耀耀医医者者””专专科科精精英英奖奖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 为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医者美德，展现
我省医疗卫生战线行业风
采，近日，山东省卫健委、大
众日报等联合主办了“敬佑
生命·荣耀医者”2019公益活
动(山东)评选活动。在该评
选中，毓璜顶医院黄留业教
授荣获专科精英奖，是我省
消化专业仅有的5名获奖专
家之一。

黄留业教授，现任毓璜
顶医院副院长、消化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山
东大学及青岛大学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及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省级优秀共产
党员。从医35年来，由于技
术精湛，他2019年6月被评为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
会委员”，是全国地市级医
院同专业唯一一个，也是烟

台市卫健委系统唯一一个
中华医学会全国委员；由于
业绩突出，他2012年11月被
评为“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由于敬业
奉献，他2015年4月被中共中
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
模范”。以上三个称号均是
烟台市卫健委系统在职职
工唯一一个。他带领的消化
内科近年来成功举办了五

届“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学组年会”，是国内唯
一承办过国家级消化内镜
手术演示会的地市级医院
科室。由于科室综合实力国
内领先，2017年12月该科曾
被省卫健委评为“省级临床
精品特色专科”，至今仍是
全省消化专业及烟台市卫
健委系统唯一一个精品特
色专科。

定定向向精精准准打打击击隐隐蔽蔽窃窃电电

原本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
没逃过高科技技术以及细心稽查
人员的“火眼金睛”。11月6日，国网
烟台供电公司成功破获一起隐秘
窃电案件，追缴违约电费18534元。

11月3日，烟台供电公司莱山
客户分中心线损专责宋滕飞在用
电信息采集系统发现，莱山区农
村电网一台区线路损耗突增，线
损率达到9 . 6%，每日损失电量90
度上下。宋滕飞与反窃电班组工
作人员通过常规的系统分析和现
场核查方法，始终未找到电量流
失点，怀疑存在隐蔽窃电点。

“目前在窃电查处工作中，形
式多样的高新技术窃电日趋增
多，导致常规巡检查处难度增
大。”宋滕飞说，特别是部分不法
分子，利用电工知识和网购材料，
在电表内部进行隐蔽短接，并伪
造供电公司封印恢复电表外观，
达到其隐蔽窃电目的。

为切实打击此类新型窃电，
烟台供电公司莱山分中心针对性
独创“智能物联+在线监测”双维
度管控方法，利用电表外盖违规
开启后上报的“开盖事件”，以及
电表火线与零线之间电流差值异
常监测，直接快速锁定疑似窃电
点，让自作聪明的“电耗子”无处
藏身。线损专责通过物联大数据
平台调取台区下200余用户电表
数据信息，发现3户电表在当月发
生过“开盖记录”，即电表被异常
开启。针对此3户电表在线监测其
火线与零线电流差值，发现一王
姓用户火线电流6A左右，但零线

电流却达到13A，存在明显“违约
开启痕迹和电流差值异常”，锁定
其重大窃电嫌疑。

嫌疑点锁定后，莱山分中心
组织现场人员直接定点查处该用
户。现场核查结果：该电表液晶屏
显示火线电流为6 . 051A，但通过
钳形电流表测量实际火线电流为
13 . 28A，存在明显电流差值异常，
证实该户电表存在窃电行为或计
量异常，也确认了该异常点是台
区线路损耗高的主要原因。

从外观上看该电表封印完
整，无明显开启痕迹。为进一步确
认用户是否窃电，工作人员进一
步拆表核查。在电表封印、螺丝打
开后，发现电表内部的火线被一
根“铜丝短接”，显然该电表被人
为违规开启后擅自内部短接，属
于电表内部隐蔽窃电行为。

现场查处过程中，烟台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全过程做好视频、
照片取证。发现窃电后，台区经理
立即通知用户到场处理，并下达

《违约窃电处理通知书》。在充足
证据面前，该窃电户当即承认窃
电行为，依规在通知书上签字，并
在3日内缴纳了所窃电费及3倍的
违约电费，合计18534元。同时，窃
电查处后，该农网台区线损率由
9 . 6%下降至3 . 5%，损耗电量下降
64%，治理效果显著。

今年以来，烟台供电公司常
态化开展打击窃电行动，共查处
窃电及违约用电236起，累计完成
追补电费901 . 82万元。

(通讯员 马学利)

●莱阳市城厢黄埠寨饼子五龙
路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70682MA3KG9LH5F)营业执
照 (正副本 )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
●莱阳市明玉涂料有限公司的
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308636号，车辆号牌鲁
FC7808(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倍通运输有限公司的
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909360号，车辆号牌鲁
FBK871(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烟台名大运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317233号，车辆号牌鲁
YC7038(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山东鼎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68206996078X0)经股东决定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叁亿零贰佰万元减少
到壹亿零贰佰万元，请相关债务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做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山东鼎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声 明

●莱阳市老兵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2MA3C993M61)经
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贰佰叁拾万
元减少到叁拾万元，请相关债务债权人自
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做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莱阳市老兵防水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龙龙口口农农商商银银行行多多措措并并举举
抓抓好好新新版版人人民民币币宣宣传传工工作作

为抓好2019年新版人民币宣
传工作，提高市民认知度，增强金
融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该行组
织力量宣传防伪识别知识。通过
辖内LED、网点公告栏、微信公众
号、网站、微信抽奖答题、公共场
所现场宣传等线上、线下形式开
展双向宣传，深入商铺、超市、市

场开展集中宣传，确保该项工作
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目前，已累计发放宣传材料
3000余份，开展宣传活动12次，宣
传人次近万人，充分引导广大市
民认识新版人民币、爱护人民
币、保护人民币。

(通讯员 姜敬文)

龙头引领跑出“加速度”

一个中国医药研发纪录正
在由烟台企业书写——— 由绿叶
集团研发的注射用利培酮缓释
微球，已经收到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FDA)正式检查报
告，这意味着，该药剂有望成为
中国首个在美获批上市的创新
制剂。绿叶制药集团全球研发
总裁李又欣介绍，“这是FDA首
次向我国药企敞开创新药的大
门，也是对绿叶在微球研发水
平上的认可。”

绿叶集团的强力发展是烟
台市医药产业发展风生水起的
生动写照。来自烟台市市场监

管局的统计显示，烟台市一批
医药骨干企业处于高速发展阶
段，全市已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和并入上市公司生产企业1 3
家，有6家企业进入医药相关领
域全国百强，瑞康医药集团以
339亿元的营收进入中国企业
500强，绿叶制药进入中国制药
企业50强。“企业发展规模和盈
利能力都处于上升期，有力地
拉动了整个医药产业发展。”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文彬
说。

当前，生物医药产业被烟
台市列入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
之一。为加快产业发展，烟台市
政府组建了专班、编制了规划、

建立了智库、出台政策，并列入
“三重”工作考核。“这些政策性
的引领对烟台市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意义非凡，更为今后产
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烟台
市市场监管局医药健康产业发
展科科长张延杰说。

创新引领行业登上“光明顶”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
领军人物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发
展不可或缺。在全市2018年高
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会上，有4
位药学方面专家获得烟台市
委、市政府“十佳创新人才”表
彰。

创新的关键还在于创新平

台。目前，烟台市建成了6个国
家级医药创新平台、12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1个外籍院士工作站和2
个博士后工作站。总投资4 . 18
亿元，含11个子平台的烟台医
药与健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获批2019年度“国家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今年
3月份正式投入运行后已为多
家企业和机构提供服务8000余
次；总投资6 . 1亿元、建筑面积
4 . 7万平方米的烟台业达国际
生物医药创新孵化中心大楼成
功封顶，项目建成后可容纳近
百家生物医药研发单位、1000
人以上的科研团队入驻孵化，
2020年4月投入使用；荣昌生物
医药园入选省级大学科技园，
将用2年时间建设荣昌生物医
药大学科技园。

有了人才和创新平台，烟
台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步伐明
显加快，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
研究成果。如今，荣昌生物在研
新药达10多个；绿叶制药多个
高端制剂在美国开展临床研
究，其中注射用利培酮缓释微
球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在美国上
市的改良型新药；隽秀生物研

发的可降解人工韧带及神经修
复产品获国家发明专利，“脱细
胞基质周围神经修复膜”已经
获批生产，为国内首创。

高端项目蓄力发展新动能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
要看项目的延续性。培育高质
量项目，成了烟台市医药健康
产业的重中之重。

为此，烟台市建立生物医
药产业项目库，目前，全市有重
点项目36个，总投资123亿元，
全部投产后预计增加销售收入
226亿元。总投资60亿元的绿叶
制药产业园，规划建设抗体药
物、原料微球、注射剂车间及血
脂康等项目，全部建成后年销
售收入可突破200亿元；石药集
团投资30亿元建设的生物医药
高科技产业园，3年内销售收入
突破50亿元、5年内销售收入突
破100亿；荣昌生物已启动研发
生产中心三期工程建设，投资
额50亿元，建筑面积15万平方
米，项目达产后，总产值可达
100亿元。现已启动港股上市计
划，预计2020年登陆港股。5年
内，烟台市可形成三个百亿级
企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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