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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吃中药可以防护 PM2.5 伤害，国
内防护 PM2.5伤害研究又有新途径。
4月 13日，记者从在广州举行的首届
PM2.5伤害防治研讨会上获悉，广药
集团与属下骨干企业潘高寿成立了

国内首个专门用于资助 PM2.5 伤害
防治的基金———广药潘高寿“绿肺基

金”。同时，该基金首个资助项目———

潘高寿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

合进行的 PM2.5 伤害防治研究项目
也率先启动。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由中华中医

药学会与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主办。围绕“护肺养肺，济人济世”

的主题，来自气象领域、医疗领域、中

医药学界以及卫生部门的领导、专家

共聚一堂，通过研讨的形式跨界交流

沟通，为大众防护 PM2.5危害提供新
方法、开辟新途径。

潘高寿董事长魏大华表示，作为

百年“治咳专家”，潘高寿在呼吸系统

及肺部养护研究方面具备强大的技

术与品牌积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潘高寿中药文化的核心就在：

“养肺治肺”。面对社会发展及环境变

化给国人肺部健康带来的新威胁，潘

高寿中药防护 PM2.5 伤害将给广大
市民带来新的选择。

“绿肺基金”
首期投入达 200万元

潘高寿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联合进行的 PM2.5 伤害防治研究

项目主要对潘高寿两款产品（蜜炼川

贝枇杷膏、治咳川贝枇杷露）防护

PM2.5效果进行科学鉴定。通过动物
比对试验，观察潘高寿产品对暴露在

不同环境下的动物健康情况的影响，

在完成对动物试验后，进而推动人体

临床试验。

广药集团副总经理刘菊妍介绍，

从 2012年开始，潘高寿对是否介入
防护肺部 PM2.5 伤害的药理研究以
及如何介入，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反复

论证，在企业内部各层面达成了共

识。另据了解，潘高寿产品可调理人

体内部环境，增加肺部黏液的分泌与

排出，提高肺部的自净能力。

而广药潘高寿“绿肺基金”的成

立，就是为了解决 PM2.5专项防护计
划能够在长期运行的资金保障问

题。“绿肺基金”的首期投入是 200
万，后期广药集团还会有陆续的追加

投入。

魏大华介绍，除了推进与复旦大

学联合的科研项目外，潘高寿还将开

展一系列的公益活动，针对受 PM2.5
危害相对严重的人群，如出租车司

机、环卫工人等科普 PM2.5 防护知
识，开展赠药行动等。

潘高寿
或引领 PM2.5中医防护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大气环境都会受到

社会发展带来的 PM2.5影响。中国工

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系统疾病专家钟

南山在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英国治霾用了快 30 年，北京若下狠
心 10 年就成”。但无论治理情况如
何，一定时期内 PM2.5带来的伤害还
是无法避免，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减低

伤害就成了当务之急。

据著名雾霾研究专家吴兑教授

介绍，他曾和美国国家大气科学研究

中心的铁学煕先生也做过一项研究：

通过分析广州 1954—2005 年期间城
市观测站大气能见度资料，将其与肺

癌死亡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自上世

纪 80年代初广州灰霾天气开始逐年
增加，7—8年后，广州市的肺癌死亡
率也开始明显增加。

“中医药的应用具有西医西药无

可比拟的优势，患者也亟须可以达到

标本兼治的中药产品。”魏大华表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导致呼

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持续升高，很多的

肺部疾病具有病因病机不明确，病程

长等特点，给患者带来心理和经济上

的负担。

对于潘高寿的计划，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副局长吴刚表示，我国正经历

着快速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人口

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变化，这就使得

环境问题成为重大健康威胁因素。传

统中医药在“治未病”以及养生方面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与 PM2.5的
长期斗争中，中医药理应发挥特长，

为社会大众健康做出应有贡献。

国内首个 PM2.5
伤害防治基金在穗成立

潘高寿开中医药防护 PM2.5伤害先河

广州石化：以竞赛推进基层建设

“跳一跳够得着。”这是广州石化

在对标先进中提得最多的一句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广州

石化所有的技术经济指标都要跟同

行业的先进水平对比，找差距，确定

追赶目标，并以横班为单位开展劳动

竞赛，通过推进基层建设提升企业绩

效。

“要将横班劳动竞赛与经济责任

制相结合。”“过去横班劳动竞赛在

‘比’方面做得不错，但在‘学’方面需

要加强。”为了更好地推动横班劳动

竞赛的开展，在广州石化召开的 2013

年横班劳动竞赛工作会上，来自企业

管理部、生产调度部、信息管理中心

的相关负责人、生产作业部管理人

员、横班书记代表畅所欲言，对公司

2013 年横班劳动竞赛的开展出谋划
策。

据介绍，广州石化在 8 个作业部
的 32个横班中开展了“精心操作，优
化创效；稳定运行，降本压费”横班劳

动竞赛，各单位结合实际，开展各具

特色的竞赛活动，积极推进横班基层

建设。炼油四部把指标考核量化、细

化，制作专用软件，使数据的提取最

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实现竞赛公

平、公开、公正；炼油三部把公司生产

优化的要求转化为竞赛考评指标，有

力促进了装置的生产优化；炼油一部

积极探索“内操负责、班长指导、横班

书记监督”的竞赛指标提升和分工合

作机制，开展“无报警上班”竞赛活

动；化工二部积极主动，自我加压，缩

窄了平稳率波动区间，加强了对班组

的工艺操作的指导和检查。

劳动竞赛的开展促进了装置的

平稳运行，达到了提升指标和提质创

效的目的。据统计，2012年与 2011年
均值相比较，炼油装置馏出口合格率

提高 0.07%，汽油终馏点提高 2.92 摄
氏度，柴油 95%馏出温度提高 2.5摄
氏度，在确保汽柴油质量的同时降低

了生产成本。

广州石化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陆建明向记者表示，经过近年来的不

断实践和完善，广州石化逐渐形成了

由“工会牵头组织协调、专业部门主

抓竞赛、相关单位积极参与”的竞赛

机制。工会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将劳

动竞赛作为发挥工会作用的有效抓

手和重要手段，围绕企业中心工作，

通过劳动竞赛，将公司工作思路落实

到基层班组和操作人员，不断加强和

推进横班基层建设和横班党支部建

设，把广州石化打造成为一个“指标

领先、业绩优良、环境友好、管理先

进、作风扎实”的炼化企业。

在四川雅安芦山县发生地震后，广药王老吉 1.828亿爱
心基金紧急响应，联合广东省红十字会发起捐赠仪式，第一时

间组织首批 300万元物款运往灾区。这是王老吉 1.828亿爱
心基金继 4月 8日捐赠价值 800万元物资支持抗 H7N9后又
一次响应应急救助机制。此外，广药集团还组织了 120人的王
老吉爱心救援队，带领第一批救灾物资于 4月 20日下午奔赴
灾区。 （春兰）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20日在广州发布。该书指出，2012
年广东省对外贸易出现国有企业进出口负增长，民营企业进

出口则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情况。

该《蓝皮书》预测，2013年广东外经贸总体情况会好于
2012年，出口贸易的增速将达 10.3%。随着粤港服务贸易自由
化行动推进，广东的贸易结构也将发生较大变化。此外，广东

服务外包也将继续优化，从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将形成

以跨国公司投资为主的格局。 （黄春兰）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近日发布

王老吉爱心基金向雅安捐价值 300万元物款

广东移动全力支援抗震救灾

四川芦山 7级强震发生后，广东移动第一时间启动多项
应急预案，全面推出五大举措：开展通信应急保障、实施免停

机和漫游费减免、搭建寻亲热线平台、构建移动互联信息通

道、普及救灾防灾知识技能，全力支援前线抗震救灾。

据了解，广东移动通过信息化预警手段，于 4月 20 日上
午 8:42分发布出第一条地震快讯通报，迅速组织近 2000名
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应急保障小组，密切关注广东至四川灾

区的通信状况，实时调度，确保网络通畅。与此同时，广东移动

紧急调配了 30多台应急通信车、20多台发电车、近百台卫星
电话以及近千台便携式油机等应急资源，进入待命状态，随时

准备疾驰灾区参与救援。

为保障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人员安全，广东移动

宣布推出免停机和漫游费减免服务。从 4月 20日起至 5月 19
日，所有漫游至雅安地区的广东移动客户，都将享受免停机服

务，同时漫游费将全部减免，以确保抗震抢险期间通信畅通。

广东移动还整合了 10086、12580 和移动微博等平台，为
公众提供寻亲热线、灾情信息查询等服务，用户通过拨打

10086、12580热线或发布微博并 @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提供
所寻亲人姓名、联系方式和可能的活动区域等信息，将实时同

步给四川抗震抢险前线，协助进行寻找查证。

据介绍，为做到信息的实时发布，让社会各界及时了解掌

握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广东移动与四川移动建立起 24小时实
时信息同步机制，利用移动微博、飞信、手机邮箱等移动互联

网平台，即时发布、传播抗震一线的震情灾情。目前，通过移动

互联网平台发布的各类消息已覆盖接近 5亿人次。
此外，中国移动无线城市平台也优化上线了雅安抗震专

区，集中提供抗震救生知识、捐赠指南等信息。同时，中国移动

手机应用商场也开设了地震知识书籍、应急救护应用软件、关

爱祝福音乐等下载专区，并在 WAP网站开设震情直播栏目，
及时发布抗震实时信息。

记者在广东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 21 日，广东红十字会
已收到来自各市县红十字会一批震灾捐款捐物共计价值

848.11万元。部分粤企也踊跃捐款捐物，特别是灾区急需用
品。如广药集团、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捐药品一批，广东

伊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捐碳光子治疗仪，东莞勤上光电

有限公司捐 LED手电筒，网络服装店捐衣服等。 （春兰）

粤企向广东红十字会捐款捐物支援灾区

本报记者 黄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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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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