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丹男子截瘫两年在济重获新生
先被忽悠后被爱心援助，他说“谢谢善良的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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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元的药谈成1 . 5元
31家医院联合压价药企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高咏梅

生活日报3月14日讯 今

天，记者从济南市卫计委了解

到，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

工作的指导意见》及省相关文

件，济南市已经成立了由31家
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及行业系

统二级以上医院组成的济南

公立医院药品采购联合体。截

至目前，共开展了3批106个通

用名164个产品的联合议价工

作，成果显著，议价降幅最大

的达到89 . 29%，平均降幅达

12 . 44%。以省内某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的21片×0 . 2克/瓶
的甲硝唑片为例，企业网上报

价14元，最终谈判成交价降至

1 . 5元。

济南市卫计委基本用药管

理处处长郭通道介绍说，济南

市市级医院一直沿用“统一目

录、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的药品

集中采购模式。在此背景下，多

家省级医院主动要求加入进来，

联合体应运而生。目前，成员单

位由9家省级医院、16家市级医

院、6家行业系统医院组成。联合

体办公室设在济南市卫生计生

信息中心，市卫计委负责联合采

购实施监督。

用高标准打造高质量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用心呵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三大举措落实服务流程标准化

今年，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全面

践行柜面服务“七部曲”、理财经理

“八到位”以及厅堂服务“十个一”，

通过标准统一的动作和规范，给每

位到访客户提供周到、细致和贴心

的服务。

柜面服务“七部曲”通过“举手

迎、笑相问、礼貌接、及时办、巧关

怀、提醒递、目相迎”细化了服务步

骤，让客户体验到了高效快捷的服

务。理财经理“八到位”的服务流程

包括“客户接待、需求沟通、双录落

实、风险提示、风险评估、产品介绍、

产品配置、客户送别”,规范化的服

务流程让客户对所购买的金融产品

更加了解，让理财经理对客户的风

险承受能力更加清晰，真正做到了

将合适的产品配置给了合适的客

户。厅堂服务“十个一”包括“一声问

候、一个微笑、一次询问、一次引导、

一点提醒、一次指导、一次关怀、一

份饮品、一次分流、一声道别”，此流

程缓解了客户的情绪，送出了银行

的真诚，增加了彼此的沟通，赢得了

客户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6月底，

按照山东银监局及总行要求，中信

银行济南分行完成了全辖所有支行

双录系统的安装、使用。双录系统即

对产品销售过程录音录像，要求理

财经理在营业网点(包括社区银行)
向个人客户销售指定个人理财类产

品、办理指定业务时实施录音录像

同步监控。双录系统的上线，不但实

现了监管要求，而且对加强合规销

售、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

“6S”管理带动优质服务提档升级

去年以来，中信银行济南分行

按照总行要求在全辖所有支行实施

网点“6S”管理，优化客户服务体验，

推进服务价值化升级。

“6S”管理是指通过整理、整顿、

清扫、清洁、素养、安全6个方面的管

理措施，将全辖各网点标准化建设、

精细化管理，实现营业区、办公区、

库房三大区域的定容、定量、定位管

理，提升网点整体营业环境水平，全

面深入优化服务流程与工作效率。

据悉，在实行“6S”管理的过程中，中

信银行济南分行各家网点也结合自

身特点开展建设。如济宁曲阜支行

将打造“6S”与儒家思想结合，以

“仁”为核心抓管理取得成效。当地

的一家幼儿园是曲阜支行的客户，

幼儿园领导看到曲阜支行“6S”打造

成果后特地组织师生及家长到该行

参观学习，并邀请该行营业经理到

幼儿园指导6S打造，对物品定位、设

施配备等提出意见，并举办了多场

亲子活动，让整洁有序的物品摆放

习惯根植到小朋友的心底。通过对

6S细致的打造和用心的推广，曲阜

支行荣获中信银行总行2016年度

“零售6S管理十佳案例”殊荣。

“营业环境越来越好，心情也跟

着轻松愉悦起来。”一位在中信银行

济南分行高新支行办理业务的老客

户表示。通过实施“6S”管理，中信银

行获得客户的认可，增加与客户的

粘合度，同时也影响到团队自身，在

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提升团队凝

聚力，提高员工责任感和归属感，达

到“人造物，物化人”的目的，也奠定

中信银行优质客户服务的品牌形

象。

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一直在行动

一直以来，中信银行济南分行

高度重视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理

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推动各

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据悉，2017
年，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将继续有效

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工作，通

过科学、有效地制定服务品质有关

标准及厅堂各岗位人员服务流程，

在售前、售中和售后环节融入消费

者保护的有关理念，严格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开展经营活动。

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不仅落实

在纸面上，也落实在实际行动中。

2016年4月14日下午，中信银行济南

分行市中支行贵宾客户唐女士，亲

手将一面金灿灿的锦旗交到理财经

理逯遥的手中。原来，理财经理逯遥

通过扎实的工作，帮助客户实现了

资产的保值增值，赢得了客户的尊

重，唐女士用“负责高效，热情认真”

八个字，表达了对逯遥工作的认可。

据介绍，济南分行市中支行鼓

励员工通过自身的服务提升客户的

感受度，通过员工的打分，结合客户

的满意程度，建立“党员示范岗”、

“团员示范岗”等，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促进支行的服务质量和员工服

务意识的提升。

“市中支行不仅注重服务意识，

而且还重视业务的合规性。对于销

售的产品，充分向客户进行风险揭

示，在得到客户认可的基础上进行

销售和配置，杜绝欺骗销售和强行

销售行为。同时，还在醒目的位置提

示客户防范金融诈骗等行为，并在

可疑汇款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提醒，

以防止客户特别是风险防范意识较

为薄弱的中老年客户上当受骗。”中

信银行济南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成功堵截疑似诈骗老年人违法事件

2016年10月21日上午10点多，

在中信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大厅

外，一名小伙子十分警觉地东张西

望，手中还握着一张纸条，似乎在等

待什么人，这一举动引起了正在厅

堂巡视的营业部负责人的注意。大

约两分钟后，一名60多岁的老年人

来到小伙子身边，小伙子对老人强

调“要取现金，不要转账”一类的话

语。

凭着职业敏锐性，营业部负责

人随即让大堂经理盯紧外面的可疑

人员，自己则跟进办理取款业务的

老人，认真询问了客户取款的用途

以及和门外小伙子的关系，得知小

伙子劝说其取5万元现金，交其购买

投资理财产品，年息12%，月月分红

等等。结合多年从业经验以及相关

诈骗案例，该负责人当即将门外小

伙子叫进来，结果此人支支吾吾，既

不拿名片也不出示身份证。看到这

一场景，等候区的其他客户纷纷劝

说老人不要上当受骗。最后，当这名

老年客户提出给家人打电话时，可

疑人员仓皇离去，客户这才意识到

自己险些被骗，对银行工作人员万

分感谢。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相关人士表

示，目前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盯准

老年客户这一弱势群体，运用各种

伎俩进行资金诈骗活动，银行从业

者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做好消费者

权益保护教育，向客户普及金融知

识，宣传用卡安全常识，抵制各种高

息诱惑等。特别针对老年客户群体，

需要为他们提供呵护有加的金融服

务。同时，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严格按

照规章制度操作，切实保障客户的

资金安全，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客户

利益。 (记者 王红妮)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到来之际，中信银行济南分

行继续强化“七部曲”“八到位”

“十个一”的服务理念，通过打

造网点“6S”管理，优化客户体

验，带动优质服务提档升级。多

年来，中信银行济南分行以保

护消费者权益为己任，扎扎实

实工作，保障客户利益，维护金

融秩序。

□记者 秦聪聪

一次意外，他抱着儿子从3米高

的楼梯滚落，导致胸椎骨折，手术不

仅没有恢复他的骨折状况，悬浮于主

动脉边的钉子更相当于在他体内埋

了一颗定时炸弹；他满怀希望举债来

到中国求医，却在北京一家营利性医

院白白花了37000美金。机缘巧合，

2016年12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脊柱

二科主任聂林赴苏丹参加一场学术

会议，见到了这名因胸椎骨折截瘫2
年的苏丹男子穆罕默德，一场跨越国

界的医疗救助就此拉开序幕。

胸椎骨折又遇手术失败

“谢谢，谢谢，谢谢齐鲁医院，

谢谢善良的山东人！”14日上午，记

者在齐鲁医院见到了术后康复中

的穆罕默德，他半躺着用不太流利

的中文，表达着他最真挚的感谢。

穆罕默德今年46岁，在苏丹是

一名仓库保管员，有一双年幼的儿

女，本是家中的顶梁柱，却因为一

场意外截瘫在床。

那是2014年10月，穆罕默德意外

从自家3米高的在建楼梯上滚落下

来。他护住了当时仅有9个月大的儿

子，却造成自己胸椎和肋骨的骨折。

2014年10月17日，穆罕默德做了手

术。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好起来，手术

失败了。手术做错了节段，而所谓固

定脊柱两个钉子中的一个没有打到

骨头上，恰好悬浮于胸主动脉与椎体

之间。穆罕默德每一次的活动都可能

产生钉子切割主动脉血管的危险，就

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听说中国的脊柱外科专业十

分强大，他便倾尽家中所有积蓄，

并且向亲朋好友借钱、向银行贷

款，2016年8月，他满怀希望地来到

北京的一家医院。

这家医院的医生给他切除了一

个椎板，但术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改

善，那个位于大血管和骨头之间的

钉子也没有处理。后来，穆罕默德

才知道，这是一家营利性医院，

虽然自称“国际医院”，但却没有

一个独立的骨科。

20天后，穆罕默德回到了

苏丹。这次治疗花费了37000美
金，在苏丹，一名获得硕士学位

的年轻男性，每月收入才能达到90
到100美金左右，他受伤前每月只

有几十美金的收入。

齐鲁医院将其接来治疗

穆罕默德的人生在2016年12
月出现了转机。那时，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脊柱二科主任聂林受苏丹

骨科协会邀请去授课，闲聊中有医

生提到了穆罕默德的情况，便主动

提出到患者家里去看一看。

“当看到他那样痛苦地躺在那

里，我萌生了一种负罪感。”聂林

说，他想为中国医生正名。

对自己的技术有自信，但还有

医疗费用的问题。回国后，聂林便

与儿子商量，“老爹拿10万块给他，

你愿意吗？”“当然支持你。”

随后，聂林向院领导做了汇

报，希望取得院领导的支持。院长

李新钢当即表示，医院会尽最大努

力来帮助这个不幸的病人，“每个

有良知的中国医生都会这么做。”

2017年2月12日，在苏丹当地

中国商人的资助下，齐鲁医院将身

无分文的穆罕默德接到了济南，聂

林自掏腰包为其垫付了入院费。

手术后他奇迹般恢复着

2月17日，齐鲁医院为穆罕默德

做了手术。“手术进行地很顺利，过程

十分安静，时间也长一些。”聂林说，

虽然这台手术整体难度不大，但他们

都十分谨慎，台上5个小时，台下更需

要数不清的术前准备。按照设计好的

方案，医生首先取出了那颗“定时炸

弹”般的钉子，又解决了骨折错位的

问题，并解放了其被压迫的神经。

没想到，手术一周后，奇迹开始

出现了。那天，聂林被叫到穆罕默德

病床旁，“他就躺在那里，把两只腿撑

了起来，还能左右摆动，那种喜悦，真

是无法用言语形容。”聂林说，“能让

他恢复了部分功能，也扳回了一些中

国医生造成的不太好的影响。”

“手术后每周都有肌力的进

步。”聂林告诉记者，目前穆罕默德

从腿到脚趾已经恢复部分知觉，可

以自觉用力了。为了达到最好的康

复效果，医院正在为他进行康复治

疗，大概4月初可以回国。聂林坦

言，对于中枢神经的损伤，恢复确

实有些困难，后期治疗将以康复治

疗和神经的药物治疗为主。

“我将永远不忘中国人民的恩

德，将来必将把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采访中，穆罕默德频频竖起大

拇指，表达自己感恩激动的心情。

▲穆罕默德竖起大拇指表达自己感恩激动的心情。

从穆罕默德体内取出的钉子。记者 秦聪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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