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口腔溃疡患者的诉说
“大夫，我反复口腔溃疡好几年，以前吃点维

生素就管用，现在怎么吃也不管事。最近，嘴里溃

疡不断，不会是癌变了吧？大夫，另外我还有风湿

病关节炎的毛病，跟这个口腔溃疡有关系吗？”前

来就诊的陈女士向医生(济南泉城医院口腔溃疡

病专家-辛玉娥主任)诉说自己的遭遇。听完陈女

士的描述，辛主任为陈女士进行了检查，发现陈女

士还有外阴溃疡、风湿性关节疼痛，进一步检查了

眼睛、皮肤、肛门、双肾，并做了相应的医学检验，

最后诊断为“白塞氏病综合症”。

“你得的这个病不是一般的复发性口腔溃疡，

而是白塞氏病(白塞氏综合症)。”辛玉娥主任说。

“啊？什么？我得了白塞氏病？还能治吗？”陈女士有

些疑惑。辛主任说，很多人都会以为口腔溃疡不算

病，吃点去火药就可以啦。其实，口腔溃疡隐藏重

大杀机，经常复发危害严重，不仅会增加口腔癌变

的风险，后期还会导致肾脏损害增加罹患尿毒症

的风险。但是，只要树立科学防治观念，尽早治疗，

不管是口腔溃疡还是白塞氏病都是可以治好的。

辛玉娥主任说，口腔溃疡发病原因与免疫因

素有重大关系，引起口腔溃疡的相关疾病有：白塞
氏病、口腔扁平苔癣、口腔癌、红斑狼疮、天疱疮、
类天疱疮、风湿类风湿、白细胞减少症、慢性咽炎、
放化疗后口腔溃疡、肾病综合症、尿毒症等，科学
对待，口腔溃疡是可以治愈的。如果口腔溃疡反复
发作7天不愈，就应该及时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
谨防口腔溃疡表象下隐藏其它严重疾病。

德国技术+名医，攻克口腔溃疡
济南泉城医院：辛玉娥采用我院从德国引进

独创专项技术“自血循环免疫疗法”及齐鲁中医药
研究院科研新型特效药物“口疮败毒胶囊系列方
剂”标本兼治。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白塞氏病、扁
平苔藓、天疱疮、类天疱疮、红斑狼疮、白细胞减少
症、风湿类风湿、顽固性口臭、口腔白斑、灼口综合
症等疾病疗效显著，自1986年以来，已有近20万患
者康复见证，深受患者好评。

咨询电话：400-6090777或0531-88190333

专家QQ:4006090777
详情登录官方网站：www.qlyy120 .com

地址：济南市解放路3号(甸柳庄)

口腔溃疡复发或可引发肾脏损害

烟烟台台银银保保产产品品保保费费连连年年下下降降
银监会发布新规，保险公司人员或可再驻点银行

业内认为，此举将有利于银保产品发展

有银行逆市下调

理财产品收益率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姜宁)

每年到了年末的时候，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率都会普遍上升，而且越
靠近年末，收益率越高。但今年出
现了一个小插曲。现在离年底还有
近半个月时间，有银行已做好规
划，下调新发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

17日，在南大街一家股份制商
业银行的营业部里，记者提前拿到
了下周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表，
相比上一周，下周的理财产品收益
率平均要降低0 . 5个百分点。“以后
还会继续往下降。”该银行理财师
赵经理说。

“主要是本年内的任务完成得
差不多了，再加上最近的资金成本
压力太大，就将理财产品收益率降
了下去。”赵经理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
国有银行在内的大部分银行推出
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都将继续攀升。

每斤降0 . 5-1元

姜价现回落迹象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吴江
涛 ) 近日，国内不少地方姜价出
现回落迹象。在烟台，部分大姜的
价格最近也小幅下降了0 . 5-1元。
如今市场上大部分是新姜，新姜上
市后，一定程度上拉低了价格，但
相比去年同期，姜价依然高很多。

“大姜一斤7块钱！”17日上午，
从文化路市场了解到，上周该市场
大姜的价格基本都在每斤8元左
右，如今，部分商贩已经把大姜的
价格降到每斤7元。

“现在基本上都是新姜。”商贩
介绍，市场上的老姜基本没有了，
今年收获的新姜开始上市，大姜数
量一多，肯定会拉低价格，即使有
少量老姜，成色也已经不如新姜，
价格也会被拉低。

在其他市场，部分大姜的价格
也有0 . 5-1元的降价，有蔬菜商店的
姜价也从每斤7元降到每斤6 . 5元。

幸福蔬菜批发市场的部分大
姜价格近期也有所回落，从每斤
6 . 5元降到每斤6元。

不过，也有不少商贩说，所售
大姜的价格并没有下降。

“姜价能不能降下来还不好
说，近期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降幅。”
多名商贩说。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李
静) 自本报招募大学生成立爱
心苹果销售团队的活动推出以
来，吸引了众多大学生来电咨
询。1 7日，不少大学生打来电
话，说想加入爱心苹果销售团
队 ，“ 既 能 赚 钱 还 能 锻 炼 自
己。”

近几天，不少打电话咨询
的学生都想借着这样的机会锻
炼一下自己。有同学说：“既能

赚钱还能锻炼自己，这个活动
确实不错。”

如果您也想参与本报爱心
苹果的销售团队，借此机会锻
炼自己，那就赶快打电话报名
吧，咨询电话15275567096。

为让更多的学生买到价格
实惠、质量正宗的平安果。本报
特招募在校大学生成立爱心苹
果销售团队，在圣诞节来临之
际，在校园中销售平安果。

本报准备了多种规格的圣
诞平安果，如80级别(直径80mm)

红富士、85级别红富士、65-70级
别小国光、贴字苹果。这些平安
果全部来自正宗苹果产地栖
霞。

““既既能能赚赚钱钱还还能能锻锻炼炼自自己己

这这个个活活动动真真不不错错””
本报爱心苹果销售团队等您加入

只许辅助咨询，不准销售产品

2010年，银监会曾明令禁
止保险公司到商业银行驻点
销售保险产品的行为。但新规
有所松动。

目前，银监会已将上述
《征求意见稿》下发到各地银
监局、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
机构及部分保险公司，并计
划从2 0 1 4年元旦开始实施。

《征求意见稿》规定，“在代理
合作期内，连续两个季度银
行、邮政代理机构省级机构
代理同一保险公司业务，期
交保费达到或超过该省级机

构代理该保险公司全部保费
收入的30%的，该保险公司人
员可以在该省级机构的相关
网点进行辅助咨询。”

不过，保险公司人员需佩
戴有明显本公司标志的胸牌，
着装与银行、邮政代理机构工
作人员要有显著区别。同时，
保险公司人员不得单独接触
客户销售保险产品，只能培训
银行网点销售人员，帮助银行
网点销售人员解答客户对产
品及相关服务的疑问。

本报记者 姜宁

本报记者 姜宁

其实在保险行业内部看
来，目前困扰消费者的问题，
并非保险公司驻点银行卖保
险这一行为，而是一种销售误
导。

“这种销售误导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保险公司的营销
员为了完成任务而误导消费者
买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是银
行工作人员由于不懂保险产品
而产生的被动性误导。”烟台市
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张安澜
说，其实控制销售误导比限制
保险公司驻点销售更有用。

“其实被动型销售误导比
保险公司营销员主动误导消

费者更可怕，因为权责不清，
本来是银行的销售责任，最后
社会舆论和监管部门把所有

‘板子’都打在了保险公司的
屁股上。”不过，经过3年的监
管规范，以及一系列烟台本地
摸索出来的规章制度的出台，
能够为银保行业加一把安全
锁。

此外，张安澜提到，银监
会新规中体现的“保险公司人
员需佩戴有明显本公司标志
的胸牌，着装与银行、邮政代
理机构工作人员要有显著区
别”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目前保险公司营销员和银
行业务人员基本都是穿着藏
青色的西服，很难区分。

控控制制销销售售误误导导比比限限制制驻驻点点销销售售更更有有用用

银监会
对保险公司
驻点银行的
监管一旦放
开，对大的保
险公司而言，
是一个利好。
图为中国人
寿公司外景。
本报记者 李
泊静 摄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姜宁 ) 曾被诟病而叫停的保
险公司驻点行为，可能会在明
年重出江湖。近日，银监会印
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邮
政保险代理渠道销售行为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从中可以
看出：银监会对保险公司人员
驻点卖保险的行为监管有所
松动，保险公司人员或将被允
许在银行、邮政机构的网点进
行辅导咨询。业内认为，这一
新规能促进银保产品的发展。

烟台银保产品保费连年下降
的现状，也或将得到改善。

“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银保
产品的销售量基本是连年下降
的。如今《征求意见稿》允许保险
公司驻点银行，虽然说只准进行
辅助咨询不能销售，但也有利于
银保产品的发展。”烟台市一家
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说。

去年烟台市保险行业的
保费收入为108亿元，到今年将
会提高到120亿元，烟台市保险
行业保费已经连续几年上涨。

但是自从2010年银监会下
达通知，禁止保险公司营销员
驻点银行卖保险之后，银保保
费连年下降。市保险行业协会
数据显示：2010年，全市理财型
保险产品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
入的43 . 73%，保费金额为30 . 28

亿元；201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
43 . 13%，保费金额变为28 . 26亿
元；到了2012年，全市理财型保
险保费收入再次降为26 . 11亿
元，所占比例也降到了36 . 98%。

一面是行业保费的上升，

另一方面却是银保保费的下
降。这也导致了很多保险公司
放弃了银行保险渠道，转去做
一些替代品。

“虽然引起近几年来银保
产品保费量连续下降的原因，
不仅仅是‘禁止驻点’这一项，
但不可否认的是，银监会新规
出台之后，会对保险行业带来
一系列利好，能够对银保产品
和渠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
用。”烟台市保险行业协会秘
书长张安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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