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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吉林大学了解
到，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滕利荣团队将林
蛙皮变废为宝，从中提取出林蛙抗菌抗
病毒活性因子——林蛙抗菌肽，该物质
具有广谱抗菌作用。该技术成果已成
功转化，年产值突破2亿元。

林蛙是一种东北特产，长期生长在山
高林密的高寒山区，为了抵御寒冷潮湿环
境下有害因子的侵蚀，林蛙的皮肤组织中
会生成抗菌类多肽物质，即林蛙抗菌肽。
林蛙抗菌肽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白色
念珠菌的抑菌率达90%以上。但如何将
该物质从林蛙皮上高效、快速、规模化提
取出来，并保持该物质的抗菌活性是一大
难题，导致过去林蛙抗菌肽项目始终无法
产业化，林蛙皮资源浪费。

滕利荣团队自 1995年起开始研究
林蛙抗菌肽，历经 20余年、三代科研人
员心血，在实验中摸索出提取、分离纯
化和制剂的最佳生产工艺路线，成功开
发了林蛙抗菌肽系列抗菌产品。

滕利荣说，林蛙抗菌肽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大肠杆菌、白色
念珠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具有极强的
抑制作用，还具有耐酸碱、耐高温，不易
产生耐药性，作用快速、无残留，对于人
体正常细胞无毒副作用等优点。该项目
的生产转化不但填补了动物多肽消毒产
品市场的空白，还延长了林蛙产业链条。

该项技术已获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成功产业化，形成了皮肤专项抗
抑菌、足部护理、生殖健康、五官抑菌护
理等系列产品，年产值突破2亿元。

吉林大学科研人员
成功提取林蛙抗菌肽

据新华社电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兼部长会议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13 日
说，美国对古巴采取的种种行为，使本
不牢固的古美关系倒退至“最坏程度”。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古巴第九届
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第三次特别会
议上发表闭幕讲话时说，美国采取捏造
所谓“声波攻击”事件、搜罗资金支持反
古巴革命和威胁完全激活“赫尔姆斯-
伯顿法”等做法，企图进一步加强对古
封锁。

迪亚斯-卡内尔说，受美国施压因
素影响，古巴接受第三国贷款和融资时
也受到阻碍。同时，也要看到，古巴国
内存在行政效率低下、依赖进口等问
题。面对当前复杂形势，加强防御以及
为经济斗争做准备是古巴刻不容缓的
两大任务。

古巴领导人称
古美关系降至“最坏程度”

据新华社电 尼泊尔一架小型飞机
14日在珠穆朗玛峰南坡的卢卡拉机场
起飞时撞上一架停在地面的直升机，造
成至少2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小飞机
副驾驶员及地面一名警察死亡，包括驾
驶员在内的多人受伤。事发时，这架飞
机已经卸载完所有登山者及行李，机舱
内只有机组人员。

卢卡拉机场海拔2800米，位于尼泊
尔东部的索鲁孔布县，是距离珠峰南坡
大本营最近的民用机场。卢卡拉机场
四周被山峰包围，地势陡峭、面积狭小，
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珠峰南坡一小飞机撞直升机
2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近日，江西省纪委监委
发布消息，萍乡市公安局副县级干部刘
百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投案自首。
今年以来，江西已有6个县市的多名公安
系统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

江西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
结合，坚决“打伞破网”。在此前已被查
处的公安系统干部当中，铜鼓县公安局
原局长陈云南和上饶市公安局原党委
委员、市公安局信州分局局长祝少敏分
别被通报指出充当黑社会、不法分子

“保护伞”。

江西多名县市公安系统干部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征求意见
稿）》，明确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实行严
格监管。此举旨在规范医保基金监督管
理，保障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维护医疗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征求意见稿提出，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对医疗保障监督执法机构、经办机
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协
议管理医师药师、参保人员及医疗救助
对象遵守医疗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实
施监管，并对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等进
行明确。

根据征求意见稿，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根据违法违规情形有权作出警告、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数额二倍以上五倍
以下罚款、责令经办机构中止或解除医
（药）师服务资格、责令经办机构中止或
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纳入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移送有关行政部门等处罚。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违规情
形给予责令停业整顿、吊销执业（经营）
许可证、吊销执业资格等行政处罚。对
违法违规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将严格监管
医保基金使用

据新华社电 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
治在近日的全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现
场会上表示，煤矿企业要推广实施“取
消夜班”做法，逐步改变煤矿井下员工

“一天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的传统作
业模式。

黄玉治表示，要进一步完善薪酬激
励制度，加大工资收入向特殊人才、井下
一线和艰苦岗位倾斜力度。在生活上，
主动帮助解决落户、教育、住房、医疗等
难题，倾听员工在安全生产、职业健康、
体面劳动等方面的诉求，满足员工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在名誉上，加大对技术
能手、工匠大师、劳动模范等优秀员工的
推介和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提高知名
度，让高素质人才“名利双收”。

国家煤监局
要推广实施“取消夜班”做法

据新华社电 湖南一男子在微信群
内诋毁四川牺牲消防员，长沙市公安局
望城分局近日对其依法行政拘留10日。

据警方介绍，4月10日，望城警方网
安大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某微信群有
人公开诋毁四川凉山大火中壮烈牺牲的
消防员。经查，违法嫌疑人周某（男，29
岁，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人）在某微信群
内看见其他网友发布四川凉山救火英雄
遗体回家的视频后，竟在微信群内发布
诋毁烈士言论，遭到群内其他网友谴责。

4月 11日，望城警方将周某依法传
唤至公安机关，经询问，周某对在微信
群内诋毁四川牺牲消防员的事实供认
不讳，并对自己发表的不当言论后悔不
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望城警方依法
对周某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湖南一男子诋毁牺牲消防员
被行政拘留10日

据新华社电 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
13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宣誓
就职。

当天，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阿
什提耶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在
巴勒斯坦总统府宣誓就职。与上一届
政府多数成员为独立人士不同，本届政
府成员大多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
解组织）中的第一大派别法塔赫，其余
成员为巴解组织中其他派别成员或独
立人士。

不是巴解组织成员的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
称新一届政府为“分裂政府”，不具备合
法性，并呼吁举行大选。

声明说，阿什提耶政府的成立是法
塔赫“排斥政策”的延续，将加剧巴勒斯
坦内部分裂。鉴于巴勒斯坦事业当前面
临的挑战，应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以
便承担起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职责，
并关心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梦想。

巴勒斯坦新政府宣誓就职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环山景区直通车每日9:00/12:30/15:00发，东林
假日酒店温泉返11:30/14:50/17:30，沿线大佛、
白鹿洞、秀峰、三叠泉景区可上下。4001696123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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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毛家饭店8989789/8770707
尚鱼餐厅8212877/8356009
和味水立方 家宴首选 8553379
回收家中各种老酒13970257299小分类 大市场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20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刊登
热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诚招九江市各县、区代理和经销商，

半价拿货。电话微信:15390836833

三精双黄连牙膏

诚招业务合作人员
15279214911

厂房面积5500平方米
地址：汽车工业园九园路
手机：17307925355叶先生

厂房出租
九江市庾亮北路信华城

市广场1056一 1057号，面
积150平方米。
电话：18172921111居先生

招 租

江苏响水“3·21”事故
又有6名嫌疑人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新华社电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公
安机关决定对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
及其控股股东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6
名负有重大责任的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案件侦办，对
违法犯罪人员，坚决一查到底，依法处理。

3月21日14时48分许，盐城市响水
县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
爆炸事故。4月3日，盐城市委宣传部披
露，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调
查工作，于 3月 23日立案侦查，并对江
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名负有重大责
任的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至目
前，已有 9名负有重大责任的嫌疑人被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
西安市监管部门回应
涉质量问题立案调查

《北京晚报》消息 近日一段“奔驰女
车主哭诉维权”的视频引爆网络。昨日，
西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官方微博发
布消息称，涉事4S店涉嫌质量问题已被
立案调查，市场监管部门责成尽快退车
退款。西安市场监管局高新分局13日成
立多部门联合调查组，车主已和调查组
见面。目前，奔驰方面发文对此深表歉
意，并称已经派专门工作小组前往西安。

据了解，发现新奔驰小轿车故障的
过程是女车主提车当天从4S店开回位于
曲江的家，开了总共10公里左右路程，发
现汽车仪表盘的机油故障灯亮起。

女车主也于日前在西安市市场监管
局高新分局西部电子商城工商所向联合
调查组递交资料，并提出包括调查涉事车
辆历史；车辆PID检查是否真实、检查人员
有无资质；第三方对车辆进行检测；对个
人精神方面的损害给予补偿等诉求。

土豪每天戴13公斤黄金炫富
成功引起警方注意被抓

凤凰网消息 去年年底，越南一男
子因高调炫富而走红网络，他的炫富方
式就是每天都佩戴 13公斤重的各种金
项链、金手镯和金戒指。

而据最新消息，这名炫富男在家中
被警方逮捕，原因是他炫富成功引起了
警方的注意，警察查到他涉嫌贩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