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男子子泄泄私私愤愤点点燃燃豆豆秸秸
继继而而引引燃燃厂厂房房被被刑刑拘拘

本报鄄城12月23日讯(记
者 赵念东 通讯员 杨兆
福) 近日，经缜密侦查，鄄
城县公安将涉嫌放火的犯罪
嫌疑人任某民抓获归案。经
查，任某为泄私愤，将一堆豆
秸点燃，继而引燃紧邻的泡
沫板厂房，将厂房内居住的
李某烧伤。目前，任某民已被
警方刑事拘留。

犯罪嫌疑人任某民为

泄私愤，于夜间骑自行车
行驶至彭楼中学处，将彭
楼中学对面一堆豆秸用打
火机点燃，豆秸紧临泡沫
板厂房，火势迅速将整个
厂房引燃，损失价值20余万
元，并将厂房内居住的李
某烧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任某
民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近年来，菏泽生物医药产
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
长足发展，日益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鄄城县
通过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自主
创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加快培
育形成一批掌握核心和关键技
术、市场竞争力强的军民融合
型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医药企业蓬勃发展，医药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全省首个“P3+”

超级实验室落地

在菏泽市生物医药科创
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该项目正
在紧张施工。据悉，该项目由
市县两级投资建设，是培育新
动能、引领产业升级的重要载
体，定位于研发定制、产业孵
化，发展壮大菏泽市生物医药
产业。

据科创中心项目负责人
高学辉介绍，该项目占地214
亩，总建筑面积5 . 7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5 . 2亿元，建设综
合楼、孵化车间、P3+超级细

菌实验室楼等，涵盖高端共享
实验室和公共检测中心、院士
及高端专家工作站、项目注册
申报中心、孵化中心、P3+超
级细菌实验室、安全环保质量
评价中心等六大功能板块。计
划于2020年3月综合楼投入运
营，2020年6月孵化中心投入
运营。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关喆告
诉记者，这些综合体就是孵化
车间、P3+超级细菌实验室楼，
这超级实验室可不一般，含金
量极高，如此级别的在全省是
首个，是承接国家任务研究微
生物的科研机构，“P3”级别在
全国就不多见，“P3+”更是寥
寥无几。

科创中心积极对接中国科
学院、复旦大学等国内知名高
校和科研院所，通过引进前沿
技术，努力打造国家级生物医
药创新中心、生物医药技术转
移转化中心、生物医药政产学
研协同创新产业链孵化示范基
地、绿色制造创新孵化基地、山
东省首个P3+超级细菌实验
室、山东首家生物医药CDMO
定制中心。科创中心借鉴全球
及国内成熟的项目孵化和产业
化经验，充分运用“财政支持+
基金”模式，破除孵化和产业化
资金瓶颈，助推原创性项目孵
化及产业化，努力为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打造“独角兽”和“瞪
羚”企业。

百亿级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在科创中心项目西侧的年
产1000吨原料药青霉素智能制
造项目和睿鹰制药产业园高分
子材料项目正有序建设。

据山东睿鹰制药副总经理
高博介绍，高分子材料项目是
睿鹰制药产业园的重点项目之
一，由睿鹰制药集团投资建设，
计划总投资4 . 2亿元。项目依
托山东睿鹰制药集团研发中
心、质量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生
物技术、新药、仿制药研发、高
端化工设备、天然药物研发、大
健康产品领域技术开发及产业
化技术转化，拥有一支以博士、
硕士、国外专家为核心的61人
的高技术研发团队。

该项目主要生产高分子粘
合剂和促进剂两个产品。其中，
高分子粘合剂是国家高精尖制
造业复合推进剂的关键原材料
之一，也广泛应用于浇注材料、
绝缘材料及密封等领域。高分
子促进剂主要应用于国家高新
技术领域的重要配套物资。预
计2020年5月试生产，达产后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10 . 2亿元，利

税2 . 4亿元。
另外，青霉素智能制造项

目总投资5亿元，建筑面积约
10 . 4万平方米，设计年产原料
药1000吨、注射制剂1亿支、口
服制剂5亿片的生产能力。项目
是一个从中间体、非无菌原料
药、无菌原料药到制剂的全产
业链智能制造项目，利用国际
先进水平的自主研发技术，以
数字化车间、智慧化工厂载体
生产的哌拉西林已通过美国
FDA认证、氟氯西林为国内独
家产品、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注射剂、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钾为国家医保目录产品，现已
获授权国内7项发明专利，在
质量一致性评价领域又提前
布局申请了3项发明专利，整
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目
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亿元，
预计2020年6月份试生产，达
产后可实现年销售额10亿元，
利税2亿元。

从科创中心，到高分子材
料项目、年产1000吨原料药青
霉素智能制造项目，医药研发、
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已完成
布局，以睿鹰产业园为龙头的
百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初步
形成。

打打造造医医药药行行业业的的““藏藏经经阁阁””
鄄城县医药企业蓬勃发展、医药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无无人人赡赡养养，，老老人人怒怒将将两两个个儿儿子子告告上上公公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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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巨野12月23日讯 (记
者 赵念东) 因为分家没把
宅基地分给老三，竟不给老父
亲赡养费，还和老二闹矛盾互
相推脱，对老父亲不闻不问。
近日，菏泽巨野一九旬老人一
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法
庭，要求履行赡养义务。后经
巨野法院法官从中多方协调，
最终将该起赡养纠纷案件成
功调解。

老人王某年近90岁，育有
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本该是颐
养天年的年纪，却因为赡养问
题不得不劳累奔波。事情起因
于几年前的兄弟分约，兄弟几
人在母亲去世后，多次协商分

家，最后却在老两口的宅基地
的归属问题上起了矛盾。

最后大儿子放弃权利，二
儿子分得宅基地，由二儿子给
三儿子相应补偿。因二儿子分
得宅基地，获得利益多，使得三
儿子不满，不愿意再履行赡养
义务，认为二儿子获得利益多，
理应二儿子对父亲进行赡养。

于是因为一纸分约，老二、
老三反目成仇，对父亲也不管
不问，互相推脱。无奈之下，老
人不得不起诉至法院，要求老
二、老三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纠纷，单纯以判决来
说，可以暂时解决老人的养老
问题，但解决不了兄弟嫌隙，父

子恩情，所以，巨野法院法官付
红莲与助理黄连华多次对老
二、老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最后，黄连华助理提出了一条
解决方案，由老大每年赡养父
亲4个月，老二因宅基地获得利
益多，每年赡养父亲6个月，老
三每年赡养父亲2个月，并且对
以前的分约一事，画上句号，均
不再提起。若王老汉之后生病
住院，共同陪护，共同承担医疗
费，如遇拆迁，王老汉可继续跟
着老二家共同生活，待王老汉
百年之后，在老二家负责接待，
办理出殡事宜。

兄弟三人均表示同意，至
此，赡养纠纷案件成功调解。

本报巨野12月23日讯(记
者 李德领) 巨野一老妇
在一家纺门市买床单错拿四
件套，该门市老板报警后，民
警找到买者帮助换回，为表
示感谢，20日，巨野县章缝镇
保真家纺门市的老板来到巨
野县公安局章缝派出所赠送
锦旗。

18日15时06分，巨野县
章缝镇保真家纺门市的老板
王某报警称，自己门市内的
床上用品四件套不见了。民
警立即出警，经调取监控，发
现是一名六十多岁的妇女所
为。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警

立即利用天网调取周边监
控，发现该妇女驾驶电动三
轮车进入章缝镇一村庄。经
过调查走访，确认老妇是该
村的田某。经询问田某英称
其于12月18日下午在章缝镇
保真家纺门市内购买了一床
单，因床单的外包装与四件
套的外包装相同，误将四件
套当做了床单。

田某在民警的陪同下来
到保真家纺门市，将四件套
换回了床单。保真家纺门市
的老板王某激动地对民警
说：“想不到这么快，就把四
件套换回来了，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

老老妇妇错错拿拿四四件件套套
民民警警努努力力还还真真相相

本报东明12月23日讯(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张军明)
户口是居民证实身份最有效

的证据之一，但由于各种各样
的原因，有些人还没有拿到户
口。近日，东明县公安局沙窝派
出所户籍室在实地走访中发
现，辖区某村的林某一直没有
户口，得知这一消息后，户籍民
警积极协调，为林某解决了户
口问题。

为落实“放管服”改革，提
升辖区群众的满意度，沙窝户
籍民警在为群众做好服务的同
时积极到辖区走访。在走访到
沙窝镇某村时，民警了解到，该
村一女子林某于十几年前流浪
至此，精神疑似不正常，被村民

民周某收留，后与周某结婚，生
活至今。

不幸的是，周某去年因病
去世，林某与跟周某所生的一
儿一女相依为命，林某没有固
定收入，一家人生活困难，加上
林某精神不正常，其户口问题
就被搁置了。没有户口，林某一
家人也就无法享受国家的各项
福利政策。

在了解到详细情况后，户
籍民警立刻商讨解决林某户口
问题的办法，由于林某十多年
前流浪至此，民警也无法落实
其详细信息，加上林某精神不
正常，其也无法提供办理落户
的任何手续，民警只能从走访
调查入手，尽最大可能获取关

于林某的信息。
经过与林某邻居、村干部

的多次走访，并利用现代科技
技术对林某的信息进行核实
后，民警将所获取的资料进行
汇总，在调查、比对、证明等材
料充分详实的基础上，民警为
林某申报了户口。

由于林某情况特殊，民警
便利用休息时间，带着相机来
到该村，现场为林某采集了照
片。

目前，林某的补录手续正
在办理中，民警表示，在办好后
会在第一时间将户口本和身份
证送到林某家中，以便其能及
时享受到国家的各项福利政
策。

女女子子““黑黑户户””十十余余年年，，东东明明民民警警上上门门补补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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