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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家客户信息了然于胸
——记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赵胤紖

（128）

银行为企业开户需要多长时间？大

约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从审核证明材

料到客户填写申请书、授权书、账户管理

协议等，手续要求严格又繁杂。然而，上

海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营业部的赵

胤紖却创下了平均每天受理企业账户变

更和销户数达10户的高产纪录。

赵胤紖是营业部公司业务接柜兼企

业开销户岗柜员，面对的客户主要是企业

客户。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 8年。

由于为人亲切随和，服务贴心周到，赵胤

紖与客户的关系十分融洽，常常在客户还

没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将服务送到客户的

心坎上了。银行新系统上线后，他很快熟

记了近600家客户的账号信息，对大型集

团公司的分支机构也了然于胸。

2013 年 9 月 29 日，上海自贸试验区

成立，赵胤紖所在的上海银行外高桥支行

也升格为自贸区分行。自贸区的便利政

策吸引了众多企业纷至沓来，区内新注册

企业数骤增，企业在银行的开户量也直线

上升。“原来企业开户只开一般户，而自贸

区成立后，还可开立自由贸易账户。”赵胤

紖告诉记者，“自贸区新开办的业务品种

很多，要学习的新东西也很多”。

他积极响应所在分行提出的“人人争

做自贸业务专家”的口号，带头钻研业务

知识，积极参加分行“周一课堂”学习、参

加分行组织的自贸区业务知识竞赛、加入

分行组织的“三人行”营销团队，不断锻炼

自己、提升业务技能，力求在业务办理中，

能够做到准确、熟练地解答客户提出的各

种问题，高效、快捷地完成系统操作。在

6月 18日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开办后的

第一天，赵胤纼便与同事通力合作，完成

了上海银行首个自由贸易账户的成功开

立，成为该行办理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的

生力军。

在受理业务时，最难的就是处理特殊

的客户情况与银行严格制度之间的矛

盾。赵胤紖从不简单地拒绝客户。他常

常耐心地听客户述说，把握客户的心态，

细致地向客户解释相关制度，与客户取得

共识并指导客户具体的操作步骤，坚持原

则，又保障银行和客户的利益。例如，一

些外资企业的外国法人，一两年才顺道来

办理业务，由于时间紧张，客户忘带了护

照。而按照规定，必须要证件齐全才能办

理。考虑到这种情况，赵胤紖请示上级，

为客户先做预审材料，等下次带齐所有证

件再补交材料办理，为客户节省了时间。

为此，赵胤紖也收获了诸多的荣誉，

如 2010年上海银行首届“青年微笑服务

大使”称号；2012年上海银行“践行世博-

最佳实践者”称号。 （记者 黄静）
点评：
银行窗口岗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

工作，不仅要求工作严谨规范，也要求服

务细致周到。赵胤紖数年如一日坚守岗

位，用耐心和微笑，服务好每一位客户，成

为银行业窗口服务的模范。

赵胤紖

■通讯员 张紫薇 浦东报道

周俊，1927 年出生，1942 年入伍，参

加过抗日战争和上海解放战争。这位大

尉军衔的残疾军人，曾荣获“独立自由奖

章”、“解放奖章”以及渡江战役、淮海战

役纪念章。

热血青年弃学从戎

周俊回忆，1941年他上中学时，遇日

寇下乡“扫荡”，目睹了两个鬼子要强暴

一位妇女，竟将她丈夫一枪打死，又把她

抱着的婴儿用刺刀活活戳死。这血淋淋

的惨状，在他心中埋下了刻骨的仇恨。

那时周俊在天津读书，由于天津被

日寇占领，路口都有日本士兵把守，老百

姓要想通过就要先给鬼子鞠躬。在一天

的放学路上，周俊的学长终于忍不下去

了，挥拳打向站岗的日本兵，把日本兵打

晕了。这一幕被当时在学校教英语的周

老师看在眼中。其实，周老师是一名地

下工作者，在上晚课时周老师问同学们：

“你们想抗战吗？”包括周俊在内的同学

们齐声回答：“想！”周老师又说：“这样是

不行的，你们单独出来打鬼子是要吃亏

的，你们要杀敌报国可以选择去参军，特

别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到了部队

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宣传方

面。”正是老师的激励，1942年的 5月，周

俊毅然放弃读书参了军。

第一次血刃敌寇

周俊第一次血刃敌寇，是在一个叫何

士堡的鬼子炮楼。由于汉奸告密，炮楼的

鬼子下乡抓走了八路军的3名伤员。上级

命令周俊所在连队打掉这个炮楼，救出伤

员。这天半夜，化装进入据点的区武工队

队员和内应的同志勒死了鬼子哨兵，立刻

放下吊桥。他们飞快地过桥，冲进院内，

正准备冲进鬼子宿舍时，意外发生了。鬼

子宿舍门口拴着的一条大狼狗狂叫起

来。连长立即举枪射击，大狼狗断了气，

但是屋里的十多个鬼子已经惊醒，端着刺

刀狂叫着向他们冲来。这些鬼子军服还

没有穿好，一副准备玩命的样子。班长立

即高叫：“机枪，给我扫！”一梭子下去，就

撂倒了几个鬼子。剩下的鬼子冲进了他

们的队伍，横冲直撞，乱刺乱捅。这时已

经来不及打枪，只能拼刺刀。有一个鬼子

躺倒在地，扶着枪刚想爬起来，周俊飞快

地一刀刺进鬼子前胸。十来个鬼子很快

都被“结果了”。有的同志抱怨说：“我还

没刺一刀，就没事干了。”

第一次英勇负伤

1943 年的夏天，周俊所在的二营打

了一场伏击战，消灭日伪军150多人。在

跟敌人展开肉搏战的时候，鬼子们被他

们杀得“哇哇”怪叫。一个失去武器的鬼

子在他身后将他拦腰抱住，危急时刻，班

长大吼一声：“小周，低头！”。虽然没有

明白班长什么意思，但是听到命令，周俊

还是立刻低下了头。刚一低头，班长就

举起铁锹往鬼子的脑袋上面砸去，只听

到“咔嚓”一声，鬼子的颅骨被打碎了。

这个时候又冒出一个端着刺刀的鬼子，

对着周俊的腹部刺去，周俊往旁边一躲，

但是右股骨还是被刺中。在医院治疗动

手术时都没有打麻药，撕心裂肺的疼令

周俊终身难忘那次手术。

退休以后，周俊经常在一些活动中

为孩子们讲述这些故事。他说：“在孩子

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我

和我的战友是在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刻立

志报国的，现在的孩子们比我们当时幸

福多了，他们正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起

跑线上，祝愿孩子们和伟大的祖国一同

起飞！”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上海市商务委于日前启动“双卡工

程”，浦东金桥再生资源平台的“阿拉环

保卡”是其中之一。 10月 22日，金杨街

道举行了“阿拉环保卡”发放仪式，由此启

动了“阿拉环保卡”全市推广活动。

据悉，“阿拉环保卡”首批将面向全市

发放 1.6 万张，浦东是 3 个首批推广的区

域之一。今后，市民可从街道居委会领取

“阿拉环保卡”，通过网络将卡片激活后即

可进行电子废弃物交投。在小件电子废

弃物上贴上“阿拉环保卡”卡号或手机号

码，投入电子废弃物回收箱，回收人员会

定期进行回收，一个月后，市民就可以获

得“阿拉环保卡”环保积分。

金桥再生资源平台相关人士介绍，

“阿拉环保卡”项目回收的各类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U盘、BP机、耳机、充电器及光

盘等。环保积分能够对接百联、农工商等

商业企业会员卡，让积分便利百姓生活。

一部旧手机能获得 2000 积分，一台旧电

视机、旧冰箱能获得 8000 到 12000 的积

分，100积分相当于人民币1元。

仪式现场，金桥再生资源平台的工作

人员指导居民进行现场电子废弃物交投、

积分获取等方法，居民通过简单的“一贴、

一投”就能完成小件电子废弃物的交投，

而对于电视机、冰箱之类的大件电子废弃

物，可享受规范化的上门回收服务。市民

万阿姨说：“家里堆着一大堆电子废弃物，

不舍得扔，‘阿拉环保卡’为我们提供了一

条助力环保的途径。”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金杨街道在70
多个社区放置了电子废弃物回收箱，方便

居民在小区内进行小型电子废弃物的交

投，下一步将通过邮政部门，将总计 1 万

张“阿拉环保卡”送至金杨街镇各社区，最

终送达每户居民家中。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富心振

先假扮病人去无证私人诊所求医，

输液后又说有不良反应，此时“亲属”出

面要赔钱，否则就报案。日前，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黑吃黑”的敲诈勒

索案，朱某等9人以敲诈勒索罪分别被处

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

等，并分处罚金2500元至2000元。

今年5月11日下午，高东镇某村倪

某开的一小诊所里，来了 2 个小伙子，

倪某给“病人”检查后准备开点药片，而

“病人”却要求挂水。谁知，不一会儿，

“病人”就口吐白沫、抽搐，另一小伙子

当场就喊，“过敏了。”倪某很害怕，马上

把“病人”送到了附近正规医院。

一到了医院，“家属”就拉着倪某来

到大门旁。这时，已有两个男子等在那

儿了，他们开口向倪某索赔1.5万元，倪

某说家里没那么多钱时，对方就威胁要

报警，不知何时边上又来了4个帮腔的

年轻人。讨价还价后，倪某打电话叫人

送来 5000 元现金，还买了一条中华香

烟了却此事。令倪某诧异的是，给钱

后，那个口吐白沫的“病人”竟马上从急

诊室出来，和同伴们扬长而去。

原来，这些人是专挑小诊所“看

病”、“黑吃黑”的团伙。他们共9人，分

别在浦东金桥镇、高东镇、普陀区桃浦

镇等 4 家私人诊所，假扮病人求医，在

就医过程中假装不良反应，再送到附近

正规医院治疗。他们以举报非法行医

等相要挟，总计敲诈倪某等人钱物价值

1.2万余元。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金莉娜

浦东检察院扎实开展对“三类罪犯”刑

罚变更执行专项检察，近期已监督 4名服

刑人员收监，其中原局级干部1名、处级干

部1名，另有7名保外就医者正在收押审查

办理中。

原局级干部季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于 2002年被判处无

期徒刑，关押在南汇监狱。2011 年，70 岁

的季某被查出患有高血压 2期、糖尿病等

疾病，申请保外就医，获得了批准。此后，

季某走出监狱，返回家中生活，保外就医期

限一再延长。2014年上半年，浦东检察院

驻南汇监狱检察室会同监狱管理部门根据

规定督促季某参加体检。检察院安排季某

到市区三级医院复查，结果显示并没有什

么特别严重的疾病，身体状况稳定，按照国

家规定“不得保外就医”，决定将其收监。

目前，73岁的季某已重新进入南汇监狱服

刑。

原处级干部崔某在南汇监狱服刑期间

因患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2期等疾病于

2013 年保外就医，在此次专项检察中，崔

某尽管声称自己“年老体弱”，但体检结果

并无大碍，因而也被收监。

26 岁的信用卡诈骗犯蒋某在南汇监

狱服刑已有两年半。最近一段时间，蒋某

的脚部出现了肌肉萎缩现象，行动越来越

困难。监狱总医院检查后，出具了保外就

医意见书。街道将蒋某纳入社区矫正人员

名单。经过检察院的监督和协调，蒋某已

办理保外就医手续，余下的两年多刑期将

以社区矫正的形式执行。

今年以来，浦东检察院按照规定对“三

类罪犯”开展专项检察，并在全市率先全程

监督罪犯回访、体检工作，对于患有疾病，

但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职务犯罪罪犯，

不再继续认定为“严重疾病”，在保外就医

期满后一律建议收监执行。

上海“双卡”工程浦东首发

万张“阿拉环保卡”率先进金杨

堵住保外就医后门
浦东检察院
监督服刑人员体检情况

无证诊所被“病人”敲诈

刺刀向着鬼子刺去
——周俊的抗战故事

工作人员演示操作“阿拉环保卡”。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