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首推
冷冻消融疗法治疗房颤

据新华社重庆 4 月 24 日电 （记者
张琴）两名房颤病人日前在第三军医大
学大坪医院成功通过冷冻消融新疗法获
得治疗， 这种新疗法为重庆 30 万房颤
患者提供了更好的治疗选择。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心血管内科
主任曾春雨、副主任王红勇介绍，冷冻消
融新疗法是采用 28 毫米冷冻消融球囊
导管， 对患者的 4 根肺静脉各进行了 2
次长达 4 分钟的消融，消融最低温度在
零下 40℃至零下 56℃之间。 手术顺利，

术后病人生命体征平稳，恢复良好。
王红勇说，冷冻消融术是继传统的逐

点射频能量消融之后发明的心律失常治
疗新技术，其原理是通过液态制冷剂的吸
热蒸发，使消融部位温度降低，从而使靶
目标组织坏死， 阻止异常电信号的传递，
达到预防和治疗房颤的目的。国内目前仅
有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医院能成熟开展这
种手术，全国总例数仅 100余例。

据悉，房颤（心房颤动）是心脏病的
一种，我国约有 1000万房颤患者。

雷公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不亚于西药

或将改变全球治疗策略
据新华社北京电 （周婷玉 陈明雁）

今年 4 月发表于国际风湿病学权威杂
志《风湿病学年鉴》上的一项研究证明，
对于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 单用中药雷
公藤多甙的疗效不亚于单用西药。 这一
研究结果或将改变国际标准， 改变全球
治疗策略。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自身免疫
病， 在我国的总患病人数逾 500 万，不
治疗致残率达 70％。目前国际上常用的
抗风湿药为甲氨蝶呤。

研究组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进行了严
格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结果

显示，经过 24 周的治疗后，单用雷公藤
组治疗有效率为 55.1％，高于单用甲氨
蝶呤组的 46.4％，而甲氨蝶呤与雷公藤
联合用药则取得高达 76.8％的治疗有
效率， 且不同药物组间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无显著性差异。

雷公藤长期以来被用于中医治疗关
节疼痛和炎症， 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和
抗炎作用。 北京协和医院张乃峥教授早
在数十年前就积极倡导推广雷公藤制剂
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但由于缺乏安全
性和有效性的系统数据， 其治疗价值未
能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发明深穿透无线通信救援设备

上海科学家接通“地心来电”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王琳琳）煤

矿突然塌方、线缆被毁，无线信号难以
“长驱直入”；井下失联、情况不明，现
场救援困难重重。 如何穿透数百甚至
上千米深的岩层，接通“地心来电”？
记者从同济大学获悉， 刘儿兀团队已
成功研制出深穿透无线通信救援设
备， 协助井上救援人员与井下受困矿
工进行即时、双向语音通话。 相关研究
成果在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上展出。

对于传统 WiFi、3G／4G 无线通
信， 隔上几堵墙， 其信号就会大大减
弱； 然而， 这套基于 “磁感应通信技
术” 的深穿透无线通信救援设备却可
穿透 300 多米深岩层。 同济大学电子
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刘儿兀说， 该设
备既可以固定安装，也可以便携移动，
它是一个应急救援箱， 箱内装有发射
机、接收机、环形发射天线，以及各方
向接收效果均很好的三轴天线。 其基
本工作原理是： 发射机首先在环形天

线上产生一个交变磁场，随后，接收机
感应到这个磁场， 然后再对收到的信
号进行解码。

刘儿兀为记者模拟了一幅典型的
工作场景：每次下矿时，由班组长拎上
这套轻巧的通信应急箱。一旦发生塌方
等紧急情况，班组长可立即开箱，展开
发射天线并与地面固定式或移动式的
穿地基站进行双向通话。井上救援人员
接通了“地心来电”后，可据此准确指
挥地面的现场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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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

公 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在融资推动国

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秉承开门办行、民主办行的宗旨，努力实现“阳光投资”，建设“阳光工程”。自 2006 年 8 月国家开发
银行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加强风险防范，履行社会责任，共建健康企业、
健康市场、健康金融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我国中长期投融资主力银行，致力于从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在此重申：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地方、公众及国家开发银行利益的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国家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项目及客户，为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以

及国家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行为。 企业以不真实或虚假的资产、负债、损益信息及其他申报材料

信息恶意虚假包装，以骗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 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贷款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用、

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行为等。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国家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 企业有钱不还，或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金，逃

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的行为等。
（四）侵害国家开发银行投资权益等其他危害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的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随时向国家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 反映或举报内容

尽可能详细具体，实事求是，不主观臆测。 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 为便于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反馈有关调查处理情况，鼓励举报人
署真实姓名并留下联系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承诺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损失的，国家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对举报人给予一定的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6 号，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传真：010-88308914 E-Mail：jubao＠cdb.cn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 1 号，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570311）；
电话：0898—68728685 传真：0898—68550178
六、此公告由国家开发银行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4 年 4 月 25 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刘金国与田芳借款合同纠纷案
件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
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
被执行人田芳名下位于海口市明珠路 2 号置地花园 7#-17E 房
（证号:�HK050096号，建筑面积 162.18平方米)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参考价：120万元、竞买保证金 30万元。现将拍卖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1、拍卖时间：2014 年 5 月 12 日 9:30； 2、拍卖地点： 海口市
国贸玉沙路 19 号城中城 A 栋 4 楼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大厅；3、 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5月 9日 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年 5
月 9日 12:00前到账为准；5、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5月 9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 7、缴款用途
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9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 8、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
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31355988、13322013003。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88350。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9 号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招标人：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二、招标代理：海南泓建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三、工程名称：海口市原青少年宫改造项目设计标；四、工
程概况：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广场横路， 拟拆除原有的建筑
物，拆除面积约 9234 平方米；拟新建教学楼一栋，操场一座及百米跑道
等。 新建教学楼为框架结构 （地上 2-5 层、 地下 1 层）， 总建筑面积
16556.81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拆除工程、楼体主体工程、设备安装工程、
装修工程、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等。设计标周期为 90 日历
天。五、投标人资格要求：1、设计标：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建筑
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设计能力。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
注册建筑师资格。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3、省外建筑业企业需具
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中的业务范围需满足招标所
需的专业资质要求。 4、投标人须提供项目或公司注册所在地经检察院查
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 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拟任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的
证明（需在有效期内）。 六、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起(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从海口市建设工程
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 七、其他：其他要求详见网络公
告，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

八、联系方式：招标人 符老师 13368901892
招标代理 陈 工 13519890239

招标公告

中科院研制出拉曼传感试纸
可瞬间“嗅”出爆炸物

新华社合肥 4 月 24 日电 （记者蔡
敏） 记者 24 日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了解到，该院智能所专家利用拉
曼光谱独特的指纹信息，研发出能“嗅”
出爆炸物气味的拉曼传感试纸。 这项研
究成果具有及时性、便携性等特点，能在
2分钟以内检测出 TNT 爆炸物，使公共
场合安检更为方便、快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中科院
智能所张忠平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负
责了这一项目， 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发表
在美国著名的化学期刊《分析化学》上，
同时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

探测可疑包裹、 邮件和恐怖分子隐
藏在身上的炸药一直是国际反恐和公共
安全领域高度关注的课题。 由于硝基爆

炸物具有低挥发性和高爆炸性， 目前机
场安检主要依赖离子迁移谱和 X 射线
衍射装备，难以做到快速、及时和低成本
的探测。

中科院课题组研究人员介绍说，他
们通过喷墨打印技术将银纳米粒子打印
到一种滤膜上，再添加上拉曼活性分子，
制备了对 TNT敏感的拉曼传感试纸。

检测信封、衣服、包裹、土壤等表面
黏附肉眼看不见的 TNT残留颗粒物时，
使用低能量的激光 （不破坏物体表面，
不需要拆包）照射其表面，气化黏附在
上面的 TNT晶体，同时将拉曼传感试纸
置于激光上方，收集 TNT挥发出来的蒸
气。然后使用拉曼仪器对试纸进行检测。
根据拉曼活性分子的拉曼信号变化，判

断及鉴定该物质中是否含有 TNT。
只要物体表面每平方厘米有 1.6 乘

10 的负 17 次方克的 TNT，这项科研成
果都能够快速检测出来。 检测时间为 2
分钟以内。 该工作得到相关科研评审人
的高度评价，认为“其具有很强的创新
性， 为爆炸物的现场快速检测提供了新
手段，是一项优秀和重要的研究工作”。

警报

严禁“薰衣草小熊”入境
密切接触或会引发皮肤病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张晓茹）日
前，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一项警示
通报， 严防邮寄一种夹带植物种子的玩具入境，也
严禁旅客携带进境。 通报里提到的玩具，就是曾被
多人在网上推荐、消费者热捧的“薰衣草小熊”。

紫色、薰衣草、小熊，这个毛绒玩具可谓“萌
物”，但它却内含“杀机”。 实验室检测发现，来自
澳大利亚的“薰衣草小熊”填充物内含米象、三角
猪殃殃、链格孢属、镰孢属、芽孢杆菌属病菌等多
种有害生物。

这其中，有些病原体可能对人有害，如芽孢杆
菌属就包括了可致人和动物患病的炭疽芽孢杆
菌、 可引起食物中毒的蜡状芽孢杆菌等。 有消息
称，密切接触“薰衣草小熊”也会引发皮肤病。

更多的威胁则是针对农作物， 如米象俗称
“蛘子”，繁殖速度快，广布于全世界，主要寄生在
玉米、稻米、小麦等各种贮藏谷物中，成虫啮食谷
粒，幼虫蛀食谷粒内部；三角猪殃殃是一种田间恶
性杂草，会和农作物争阳光、争空间，引起作物倒
伏，造成减产；链格孢属的真菌则可能造成小麦叶
枯病、葱紫斑病、茄子早疫病等，会带来巨大的经
济损失；镰孢属的真菌是常见的土壤习居菌，是多
种植物病原生物，如水稻恶苗病、小麦赤霉病等。

来源、品质等状况不明的动植物入境，轻者破
坏本土的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产等， 重者还可能
危及人类健康。比如，美国白蛾随着进口商品的木
质包装箱入境， 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林业害
虫之一。

因此，通过入境检疫来防范境外动植物疫病、
有害生物入侵已是国际惯例。中国农业部、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
带、邮寄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明确规定，严禁
携带或邮寄种子、菌种、害虫等十六种动植物及产
品入境。

当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海淘”这一网
络购物方式，到国外网站购买商品并邮寄到国内。
当网购者在选择琳琅满目的海外商品时， 需要警
惕其中的各种潜在危害。

4月 24日，观众在交易
会现场参观特斯拉电动车。

当日，第二届中国（上
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简称“上交会”）在上海世
博展览馆正式开幕。

上交会是国务院批准的
我国首个国家级国际技术交
易会， 也是上海打造国家级
技术贸易平台、 推动经济转
型升级的又一动作。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上交会
拉开帷幕

特斯拉电动车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