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起义务修路，他总低调地说：
“闲着也是闲着，将这些坑补一补，
村民走着又安全又舒坦。”

宜丰县棠浦镇高家村 8 组村民
高和平，2 月被宜丰县评为“2017 年
度十佳宜丰人”。1952年出生的他，
23年坚持义务修路。

1995 年前，“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脚泥”是高家村村民出门的真实
写照，特别是雨雪天过后，道路更是
泥泞不堪，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
路”。村民出行、车辆通行极其不
便。此外，小路上时常发生交通堵
塞，不但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还给
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便。

高和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
是萌生了修路的念头。说干就干，
高和平出钱买了铁锹、铁锤、塑料桶
等工具，找来石块、砖头等材料，开
始路面维修。

这一修就是23年。在惠民北路
从老宜杨线通往高家村大光岭路
段，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一把铁锹、
一把铁锤、一辆破旧的电动三轮车，
风雨无阻填补路面的坑坑洼洼。

高和平说：“刚开始，多是从路
边捡碎砖头、砂石，后来在路边的建
筑工地捡建筑废料。石块、砖头得
用锤子砸成小块，填进坑洼处，再倒
进土渣，填平后，用铁锤慢慢砸实，
这样填补的路面更结实。”

如今，高和平已66岁，仍在修修
补补。熟悉他的乡亲们，都竖起大
拇指，称他为现代版“愚公”。

高家村党支部书记高胜平说：
“像高和平这样无私奉献的好人，我
们为他点赞。”

高家村原党支部书记高长林
说：“高和平修路是自愿自发的，村
里没有给工资，这个行为在村里影
响很大。高和平用实际行动，给村
里带来了好风气、正能量。”

高和平看到行人和车辆畅行，
修路的劲头更足了。“我就是想让大
家走得舒服，走得安全。我会坚持
干下去。”

春节长假结束，银行又迎来了新一
波“客流高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让广大消费者“少跑腿、多办
事、不添堵”，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加强
全渠道服务管理，努力让每一位客户微
笑而来、满意而归。

作为致力于“服务国家、服务民
生”的国有大行，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
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企业经营
发展战略之中，产品开发屡出新招、服
务领域不断拓宽，同时，持续以专业、
贴心、暖心的服务，为广大金融消费者
保驾护航。

为客户财产把好
安全关

3月 1日，建行赣州分行龙南支行
的客户钟先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
18.1 万元已全部退回原账户，实现电
信网络诈骗资金跨省追回。客户钟先
生拿着“精心为民，融情于众”的锦旗
致谢。

在建行，像这样帮助客户追回受骗
资金、免于受骗、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的
故事还有很多。江西建行员工以过硬
的专业素质和高度的职业敏感，帮消费
者识别出一个个诈骗陷阱，建行也成为
了百姓心中的“靠谱银行”。建行南昌
站前西路支行员工屈文静凭借一双“火
眼金睛”成功识破、堵截虚假开户 100

余起，因多次为客户挽回资金损失而受
到检察院嘉奖，在建行三尺柜台内演绎
着现实版的“银行福尔摩斯”，为客户
的资金安全保驾护航。

多年以来，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通
过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强化员工消保意
识、规范制度办法、加强内部管控等举
措，为保护消费者财产安全设置了重重

“防火墙”。针对钓鱼网站对公众利益
造成的极大损害，建立了“发现早、关闭
快、危害小”的反钓鱼工作机制，将风险
遏制在客户交易之前。分行利用建行
总行专门开发的与公安机关“总对总”
直连对接的外部欺诈风险管控系统，支
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活动，快速控制涉案资金。

2017 年，江西建行成功协助公安
机关阻止电信诈骗案 19 个，协助公安
机关办理诈骗资金返还工作20笔,挽回
损失金额 160万余元，有效维护了人民
群众的财产权益，履行了国有大行的社
会责任。

第一时间帮客户
解决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永远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为此，江西建行致力于为每一位
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金融服务，提升客
户满意度。

建设银行江
西省分行高度重
视客户体验，把
处理客户投诉、
解决金融纠纷作
为重点工作常抓
不懈。广泛通过
营业网点、自助
设备、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官方
网站、微博、微信
等渠道公布客服
与投诉热线，并
设置网站在线客
服和网上银行客
户邮箱，拓宽消
费者问题反馈渠
道，力争在第一时间帮助客户解决问
题。同时，持续推广“客户问题快速处
理机制”，在内部建立联动的快速通道，
高效处理紧急客户问题。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营业网点特殊
客户服务及应急处理试行办法》，规范
对特殊客户的识别、服务流程、服务要
点等操作；增加针对特殊群体服务，组
织培训、演练，提升网点服务特殊客户
的能力和应急处理能力；完善配套公共
设施。2017 年进一步落实《银行营业
网点服务基本要求》和《银行营业网点
服务评价准则》两项金融服务的国家标
准，对网点无障碍设施进行了完善或更
新，为特殊消费者群体提供了更人性化
服务。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客户群体

开设绿色通道，大堂经理负责为其提供
个性化引导。对于因特殊原因而无法
亲临网点的客户，就上门服务。

针对近年来较为突出的客户理财
纠纷“取证难”问题，建行借助自主开发
的“新一代”核心系统，将“双录”（理财
产品销售专区录音录像）嵌入业务交易
流程之中，使每笔在网点柜台购买的理
财产品都有据可查，让客户理财无忧。

对客户投诉难点问题，建行还通过
设立全行“问题解决”平台的方式，集思
广益，共同就投诉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及时回应客户，并持续改进产品设计、
优化服务流程。

经过不懈努力，2017 年，江西建
行 全 行 投 诉 量 较 上 一 年 度 降 低 了

40.8%。客户问题处理率 100%，客户
总体满意度在四大行排第一。

深化普及金融知
识宣教工作

在做好客户服务的同时，建设银行
江西省分行始终将宣传普及金融知识
作为应尽的社会责任，持续深化金融宣
教工作。

分行立足网点，采取“走出去、结对
子”的模式，主动走近学生、企业职工、
小商户、军人、残障人士等客户群体，围
绕消费者关注的金融热点话题和客户
关注焦点，开展包括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理财双录在内的金融知识普及宣
传，把金融知识送进了学校、工厂、社
区、商圈，送到了田间地头……

萍乡建行一年一度的“小小银行
家”夏令营活动已经成为萍乡建行普及
金融知识家喻户晓的公益品牌。夏令
营邀请中小学生参观建行网点和自助
设备，通过理财小课堂、跟我学礼仪、点
钞大比拼等一系列寓教于娱乐的活动，
教会中小学生金融基础知识、识别假
币、规划零花钱，建立正确的消费、理财
观念。

2017 年，江西建行积极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
进万家”“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打击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集中宣传月”等宣教
活动。建行南昌广场东路支行轻型网
点后，在营业网点打造公众教育专区、
专栏，不定期举办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内
容相关的“微沙龙”活动，开展常态化的
宣传教育，提升广大消费者的金融知识
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在活动期间，江
西建行380多个营业网点、超过6000员
工参与，组织集中宣教活动约 1000 余
次，发放宣传材料约20万份，受众超过
30万人次，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建行南昌洪都支行获得江西银监
局“2017年度金融知识进万家先进单
位”、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2017 年
江西省金融知识普及月优秀宣传项目”
和银行业协会“2017年江西银行业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优秀组织奖”。

(罗玉婷)

金融服务关怀每一位客户
——建行江西省分行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金融消费者保驾护航侧记

“走进建行 走近建行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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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3月13
日，记者从南昌市规划部门获悉，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CBD中央绿轴
地下空间规划》正在进行批前公
告。规划通过后，红谷滩中心区地
下空间将得到大量利用。

随着红谷滩中心区开发建设及
全省金融商务区打造日益成熟，红

谷滩CBD中央绿轴地下空间资源越
发宝贵。为完善红谷滩中心区配
套，提升服务水平，红谷滩新区组织
编制了《南昌市红谷滩新区CBD中
央绿轴地下空间规划》，针对红谷滩
CBD 中央绿轴 5 块用地提出地上、
地下复合开发的理念，营造红谷滩
CBD地下空间特色，优化城市交通

功能，整合利用地下空间资源。
规划地块范围为碟子湖大道、

世贸路、赣江大道、雅苑路、会展路
围合区域。其中，B-11-1地块地下
空间性质为社会停车场，地下空间
最大开发面积24521平方米，地下空
间开发层数为 1 层，设计机动车位
657 个；B-11-2 地块地下空间性质

为地下商业和社会停车场，地下空
间最大开发面积22964平方米，地下
空间开发层数为 2层。其中负一层
为地下商业，配套有公共厕所。负
二 层 为 社 会 停 车 场 ，机 动 车 位
298个。

另外，B-10 地块在 5 个地块中
地下空间建设深度最深，地下空间

最大开发面积32931平方米，地下空
间开发层数为3层，其中负一层为地
下商业，负二、三层为社会停车场，
设 计 机 动 车 位 610 个 ；B-21-5、
B-21-6 地块地下空间性质为社会
停车场，地下空间开发层数为 1层，
设 计 机 动 车 位 分 别 为 728 个 和
239个。

正在进行批前公告

红谷滩中心区规划地下空间开发
范围为碟子湖大道、世贸路、赣江大道、雅苑路、会展路围合区域
建设地下商业及社会停车场 设计2532个车位

近期有两次降水过程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陈思

琪）在享受了几天的艳阳天后，周三开
始，我省迎来雷电和降水过程。气象专
家提醒户外劳作和景区游览人员注意
防范雷电灾害，还需注意防范局地短时
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农业
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据目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14 日
至 15日，受南支槽东移影响，全省有一
次降水过程，局部有大雨，全省大部分
地区有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

全省天气：

14-15日：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
雨，大部分地区伴有雷电；

16日：赣北赣中雨停转阴天多云；
赣南阴天，局部有小雨；

17日：多云转阴，其中赣西北部分
转阵雨；

18-19日：又有一次降水天气过
程，部分中到大雨。

南昌天气：

14日：阵雨转雷阵雨，16℃～23℃；
15日：小雨，16℃～23℃；
16日：小到中雨转阴，11℃～18℃。

他义务为乡亲
修路23载
喻泉安 本报记者 余红举

3月10日，无人机航拍的武宁县宋溪乡村。错落有致的红顶民居在金黄色的油菜花衬托下，显得格
外美丽。连日来，我省气温回暖，百花绽放，赣鄱城乡处处春意盎然，美景如画，徜徉其间，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油菜花开
乡村如画

3月12日，“让春风行动阳光照进千家
户”大型专场招聘会在南昌市西湖区古玩城
广场举行。该活动由西湖区人大、西湖民革
总支主办、十字街街道人社所承办，辖区42
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各类就业岗位600个，
达成初步求职意向30人。

通讯员 刘 彬摄

一米书屋 满满阳光
本报玉山讯 （记者邹晓华）3月 8日，玉

山县文成镇山边村姜家自然村的留守儿童们
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玉山新华书店的志
愿服务队给孩子们的“一米阳光书屋”送来了
儿童图书、体育用品、益智玩具等。

据了解，“一米阳光书屋”是玉山县文成
镇姜家自然村创新关爱留守儿童方式，打造
的集文化关怀、兴趣培养、留守教育为一体的
新型留守儿童之家。书屋内整齐摆放着书
架、阅读书桌，书屋外是活动广场。

文成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推进秀美乡
村建设的过程中，姜家自然村率先建设了“一
米阳光书屋”，让留守儿童在家门口就能徜徉
书海、快乐阅读，也大大增加了安全性。

记者了解到，“一米阳光书屋”建成后，已
有十多支志愿服务队来此开展关爱活动。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惊蛰过，暖和和。初春时节，在
鄱阳湖畔的南昌市新建区滨湖
乡镇昌邑乡团结村唐家自然村，
种粮大户开始带上被子、炊具，
开着大型农机，踏上外出租田种
粮的路途。“前两天下雨，耽搁了
一下，有些种粮户已走了。天晴
把家里收拾一下，我也要到安义
去种田。”3月8日上午，种粮大户
唐益洪忙着做外出耕作的准备。

41 岁的唐益洪在外包田耕
作已 11年，每年承租水田约 200

亩。因去年收成好，因此今年在
安义承租了400余亩水田。

滨湖庄稼汉，周边找地种。
从2006年以来，众多唐家村民外
出包田。昔日无人问津的田地，
在唐家村民眼里成了“香饽饽”，
在安义、永修一带，都有他们辛
勤劳作的身影。外出租田种粮
虽然风险大，但有奔头，这是唐
家自然村外出租田种粮大户的
共识。

52 岁的唐家树是村里最早
外出包田的农户之一，这些年还

带动几个弟弟在外包田。值得
一提的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只
有 146 户人家的唐家自然村，就
有约 100 户村民在外包田，平均
每户包田 300 亩左右，成为当地
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包田就要吃得苦，好日子
要靠自己的双手赚。”唐家树说，
唐家村民勤劳肯干，除水稻收割
派上收割机外，轧田、打药等重
体力活都坚持自己干。

种田不仅是体力活，还是技
术活。村里的农民水稻直播技

术了得，别人栽秧又累又慢，他
们撒播快，不仅节省了劳力，而
且产量不受影响，这是他们规模
包田最核心因素。另外，这里的
农民查看水稻时，喜欢掰开禾蔸
看。他们凭借多年的水稻种植
经验，还能看出水田肥力，并精
心调配肥料。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些
年外出包田尽管有很多艰辛，
但是看到家里的平房变楼房，
摩托车变小车，村民们的心里
就无比喜悦和开心！

滨湖庄稼汉 周边找地种
新建区昌邑乡村民“种”出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