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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淄博6月1日讯（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邓天福） 近9
个小时的“舌战”，经过一系列谈
判，最高耗材降幅超70%。5月30
日，由淄博首次发起了七市药械
采购联盟医用耗材联合采购议价

（下称“联合议价”），抱团砍价医
用耗材，成为山东范围该领域“史
上规模最大”“砍价超狠”的一次
谈判。

当日14：20，在谈判室外，来自
上海的一家耗材企业负责人在门

口忐忑不安地等候。本次联合议价
由淄博市医疗保障局发起，淄博、
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东营、滨州
七市联合抱团采购。按照规则，中
选产品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一个
年度内同类产品使用量不低于全
年采购量的80%，对于医用耗材企
业来说，一旦没有中标，将丢失山
东七市市场的“半壁江山”。

而对目前包括淄博在内的山
东七市的百姓来说，所有公立医
院实现耗材零加成，医院的进价

就是销售价，百姓就医就能享受
此谈判价格，惠及民生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医保谈判的最终目的是降低
百姓就医成本。在这场关系百姓
切身利益与推进医药价格体制改
革的关键一环上，专家与企业的
谈判分厘必争、寸步不让：“给你
最后一次机会！”“第一轮筛选的
是质量，第二轮就是价格战，我们
就听你最后的价格！”“我拿出诚
意，给您一个报价，把零头去掉，

报1元整！”
按照谈判规则，企业将进行

两轮竞争，产品质量与价格都是
关注的焦点。在谈判现场，不少企
业代表在两轮的报价中，数次现
场致电厂家“一把手”，将价格一
降再降。例如，某厂家的吸氧装置
市场价46元，砍价后12 . 9元，降幅
达72%。根据现场预估，采血针的
降幅大约在50%，其他品类也有较
大降幅。这也意味着，采血针等医
用耗材将迎来近年来最大降幅。

据悉，此次带量采购的医用
耗材共有吸氧装置、注射器、采血
针、导尿管、导尿包5大类19个规
格产品，共吸引100余家国内外知
名企业报名，经审核最终确定88
家企业参与谈判。此次联合议价
也是山东跨地市药械招采规模最
大的一次，通过带量采购，降低了
部分医用耗材价格，切实减轻了
患者负担，推进医药价格体制改
革，让群众全力感受到改革带来
的成果。

本报济南6月1日讯 5月30
日，由大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省
互联网传媒集团、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导报社、山东省宏观经济研
究 院 联 合 承 办 的“ 第十七 届
(2019)山东财经风云榜”榜单在
济南揭晓。

5月30日上午，由来自政府经
济主管部门、经济学界等权威人
士组成的评审团，结合前期公众
网络投票情况，对入围最后一轮
评选的企业家及企业进行了深入
剖析与激烈辩论，现场投票产生
了第十七届山东财经风云榜的获

奖名单。本次山东财经风云榜共
有三个榜单，分别是2019山东十
大财经风云人物、2019山东十大
服务品牌和2019山东十大创新发
展企业。

“开创高速公路市场化发展
新模式”的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勇，

“国有体制+民营机制碰撞出快
速发展火花”的山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卫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营销高手’”山东三株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炳新，“钢

铁行业的‘绿色’追逐者”山东九
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许英强,

“连锁药店行业比拼中，尽显山
东实力”的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
杰，“创新引领发展，实现弯道追
赶”的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岳隆杰，“推动山
东省自主安全产业发展”的山东
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刚，“危中寻机，实现国内
低温环境测温仪零突破”的山东
天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涛，“引领环保节能市场潮流”

的玲珑轮胎董事长、总裁王锋，
“打造闪亮‘铝业名片’的‘农业’
企业”山东三星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明峰等荣膺“2019山东十
大财经风云人物”。

德华安顾人寿、山东碧桂园、
鲁南制药、中意人寿、振邦保安、
港华燃气、嘉华旅游、青岛国投、
东营银行、富德生命人寿荣获

“2019山东十大服务品牌”。
山东小鸭精工机械有限公

司、山东南山智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华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日
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福瑞

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富锶
泉饮品有限公司、日照市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徒河
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济南快克广
宣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山东银座
汽车有限公司荣获“2019山东十
大创新发展企业”。

山东财经风云榜是山东省发
起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非
常广泛的财经盛事。本届的评选
从2019年12月启动，后经初选、入
围、公众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等
阶段的激烈角逐，最终排定榜单。

（戴岳）

日前，省残联、省财政厅联合
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条件下残疾人康复服务有关
事项的通知》，明确疫情期间积极
开展残疾儿童线上康复服务，将
符合条件的线上康复服务纳入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范围。

线上康复服务是指将既往线
下已有的康复服务通过线上开展、
延伸。根据《通知》，纳入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范围的线上康复服务应
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属于《山东省
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目录（2019
年修订版）》明确规定的服务项目；
由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
构提供；对改善残疾儿童功能、减
轻障碍有实质效果。县级以上残联
要指导相关机构以明确清晰的方
式公示线上服务价格，并充分告知
残疾儿童家长线上服务的内容、形
式、效果、收费标准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晓
婉 通讯员 李英杰 李星辉

山东七市“抱团砍价”医用耗材
88家企业参与谈判，5类19个规格产品最高降幅超70%

残疾儿童线上康复

纳入财政补助
学习英雄精神，分享寻访故事

特别六一，与武汉小伙伴相聚云端

展企业风采，显责任担当

第十七届山东财经风云榜揭晓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潘世金 实习生 吴梦茹） 学
习英雄精神，分享寻访故事；与
武汉小伙伴视频连线，度过特别
的节日……与往年在校园里庆
祝六一的欢快氛围不同，为了避
免大规模聚集，今年济南市各学
校六一儿童节相聚云端，带领学
生学习英雄精神，准备创意大礼
包，也让今年特殊的儿童节变得
更有意义。

雏鹰小队分享诗歌、“愿望
树”书写成长心愿……6月1日，
济南市盛福实验小学开展系列
活动，同学们以钟南山爷爷为榜
样，学习英雄精神。为了让六一
节更有意义，学校还与武汉市实
验博雅第二小学进行现场连线，
云端相聚、共话友谊。

“我想分享的是我的爸爸，疫
情期间他一直在高速路口执勤，
为我们这座城市守住了‘第一道
门’……”在济南市纬二路小学，
全校3至6年级学生在各班分享寻
访故事，讲述心目中最美的抗疫
先锋。随后，学校开展了《心系家
国情 共圆幸福梦》线上“六一”
庆祝活动。全校师生云端相聚，共
庆六一。一二年级在家的学生和
三至六年级的全体同学一起，通
过观看直播一起参与。

参观红色朗读亭、红色思政
长廊、美德少年星光大道……济
南市天桥区滨河左岸小学开展
了《编中国结 织中国梦》编结
展、低碳伴我行·环保时装秀，致
敬“你的样子”·绘画作品分享等
系列活动，引导学生传承红色精

神，让英雄的品质薪火相传。
往年的六一儿童节，济南市

经八路小学会开展画沙画、图书
漂流等活动。“今年学校提前让
孩子们兑换海棠币，学生利用周
末时间，在文化衫和扇面上画下
心中的英雄，六一节当天用海棠
币进行兑换，通过特殊的形式致
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大队辅
导员刘娟说。

燕柳小学则开展了“为快乐
六一打CALL小主人幸运大放
送”活动。“书”你好大礼包、你真

“棒”大礼包、旺旺大礼包、防疫
暖心包、甜蜜大礼包、绿植大礼
包、乐学大礼包等八种大礼包被
巧妙地藏在彩虹桥上的云朵后
面，孩子们可自由摘取，并将礼
包带给全班一起分享。

六一儿童节，济南市燕柳小学为学生们准备了惊喜大礼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鑫 摄

济南20万余名

“小豆包”今复课

6月2日，济南市20万
余名1—2年级“小豆包”复
学复课。济南市行知小学
二年级6班班主任王璐为
44名学生准备了“复学红
包”。打开红包，里面准备
着一把尺子、一个书签和
一根棒棒糖，红包上是每
个学生的名字。

王璐说，在礼物的选
择上自己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学生年龄还小，但相
信他们能逐渐体会老师
的用心良苦。“书签上每
人一句学习诗句格言，希
望能把好学勤学的种子
埋在他们心里；棒棒糖则
寓意着每天都能过得开
心，没有烦恼；尺子代表
着孩子们能够站得直行
得正，提醒他们为人处世
要正直。”

在济南市天桥区瑞
景小学，三、四年级的学
长们同样提前为一、二年
级的学弟学妹们准备了
一 份“ 神 秘 线 上 小 礼
物”——— 活泼的杯子舞、
俏皮的尤克里里、温暖开
学祝福语等让一、二年级
的孩子们对校园充满了
期待。

葛相关链接

“三支一扶”部分岗位

招募专科毕业生

近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
等10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高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
的通知》。本次招募范围原则上为28
周岁以下省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大
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以及省
外普通高校和国家承认学历的海
外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山东户籍及湖北户籍毕业生

（含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年龄超过28
周岁的2018-2020届毕业生）。各市
根据岗位特点和基层需求可适当
将部分岗位学历要求放宽到专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涵 通讯员 范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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