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广

■郑主管与柜员耐心为客户清点

残损币。

近日，农行南海盐步支行营

业部党员郑丽清收到客户梁小

姐送来的一面写有“大行德广，

为民解忧，贴心服务，品质一流”

的锦旗。

事情还得从今年8月5日说

起。当天，客户梁小姐神色焦急

地提着一个黑色大塑料袋走进农

行南海盐步支行营业厅。值班大

堂经理立即上前询问梁小姐是否

需要帮忙，获悉她有残损币兑换

需求后，将她指引到业务柜台

前。梁小姐打开袋子，一股霉臭

味扑面而来。原来，梁小姐家里

长辈多年前在院子里埋下了大

量纸币后遗忘，直到这几天才被

发现。纸币的总量较大，面值较

高，但因长年埋在地下，导致已

大面积霉烂，梁小姐很担心是否

还能兑换。

大堂经理耐心安抚梁小姐

的情绪，并及时向运营主管郑丽

清同志说明情况。“学史力行，为

民办事”是盐步支行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了尽快

帮助梁小姐，同时不影响其他客

户的业务办理效率，郑主管当即

决定开设弹性窗口为梁小姐服

务，并放下手头工作与柜员一起

清点残损币，提升清点效率。钱

币残缺不全、腐蚀严重，轻轻一

碰便碎裂，为最大限度地帮助客

户兑换残损币，郑主管小心翼翼

地逐张仔细处理，先清理灰土，

再用胶布粘合贴紧，最后经残币

扫描鉴定仪鉴定兑换金额。为

减少梁小姐的等待时间，其余柜

员在处理完自身工作后纷纷加

入清点队伍，大家齐心协力、井

然有序地进行残损币的处理清

点工作。从下午四点一直持续

到晚上八点半，耗时四个半小

时，农行南海盐步支行营业部的

同事们完成了 500多张残损币

的处理与清点，合计兑换成三万

两千余元，最大程度保障了梁小

姐的利益。

接过兑换的崭新钞票，梁小

姐有点激动，紧紧握着郑主管的

手说：“耽误大家这么久，既感动

又抱歉。”郑主管表示这都是分内

事，还向梁小姐普及了存款保险

知识，存款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

法方式对公众存款提供明确的法

律保障，存款人无需另外申请或

缴纳保费，在银行存款即自动免

费享受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保

障，可以请家里长辈安心地将存

款存放在银行。

一面锦旗，承载着农行与客

户间的一段暖心服务故事。农

行南海盐步支行将继续以客户

为中心，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

验，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

力量。

（庞冬梅）

我为群众办实事——

农行南海盐步支行贴心服务获锦旗

热血相连，礼赞百年

佛山平安连续二十年举办爱心公益献血活动
昨日，中国平安佛山地区各专

业公司联合举办以“热血相连，礼

赞百年”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平

安佛山地区爱心公益献血活动。

本次活动由平安人寿佛山中心支

公司、平安产险佛山分公司、平安

银行佛山分行、平安普惠佛山岭

南分公司、平安健康险佛山中心支

公司携手佛山市中心血站、佛山万

科金融中心、保安社区共同举办，

旨在帮助缓解血站血库临床用血

的困难，践行企业公民责任。

据了解，9月14日当天，共有

三场由佛山平安主导的爱心献血

活动分别在佛山万科金融中心、

平安银行佛山分行、世博广场同

步举办，通过发动党员、员工、客

户及周边市民的形式，让公益献

血活动覆盖更广区域和更多人

群，将点滴的“小爱”汇聚成社会

的“大爱”。据不完全统计，当日

截止至下午4时，共有143人参

与无偿献血，累计献血量43300
毫升。

多年来，中国平安佛山地区

各专业公司一直致力于各项公益

事业，其中公益献血活动已经持

续举办了二十年，数千名平安人

用自己的鲜血拯救了许多急需用

血的生命，为佛山的公益献血事

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和企业示范

作用。

“中秋佳节临近，医院里的很

多患者渴望早日完成手术，回家

团聚，临床用血需求迅速增长。

另一方面，高温天气和暴雨也影

响了献血工作顺利开展，导致血

站血液库存紧张。在困难时刻，

佛山平安再次伸出援手，积极组

织开展献血活动，用自己的爱心

和热血厚植为民情怀，彰显优秀

企业的社会责任。”佛山市中心血

站相关负责人对佛山平安无偿献

血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平安人寿佛山中心支公司总

经理冯涛在致辞中表示：“多年

来，中国平安一直坚持以回馈社

会为己任，从2002年开始，佛山

平安就一直致力于无偿献血公益

事业，通过捐献献血车，每年组织

献血活动等，为佛山的公益事业

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十年来的坚持，平安佛山

地区公益献血活动，累计献血量

突破 67 万毫升，献血人次近

3000人。在本次活动启动仪式

上，佛山市中心血站对推动无偿

献血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平安佛山

地区各专业公司颁发了“2021
年度佛山市无偿献血先进单位”

奖牌，对无偿献血有突出贡献的

平安员工及代理人授予“佛山市

无偿献血先进个人”称号及颁发

奖牌。

佛山平安举办的这场主题为

“热血相连，礼赞百年”为主题的

2021年中国平安佛山地区爱心

公益献血活动，积极弘扬了“人

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通

过组织献血者无偿献血，为生命

接力，共享生命的感动。

（柯晓敏）

■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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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

员/关舒允）近日，南海市民汤先生

街头遇到兜售“低价”手机的陌生

人，并第一时间起疑：如此“物美

价廉”的手机，肯定有问题。他巧

妙地将嫌疑男子带至警辅人员执

勤点附近，警辅人员当场将该男

子抓获。

9月12日晚，汤先生在途经

滘口汽车站时，一名陌生男子向

他推销：“要手机吗？最新款的！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只要1000多
元。”极具诱惑力的价钱让汤先生

起了疑心，他想起早前参加安全

防范宣讲时听过的案例。

于是，汤先生佯装有兴趣购

机，一边和对方讨论购买手机的

事情，一边引着对方往前方的路

口走去。走到广佛路路口，汤先

生发现了执勤民警的身影，他找

了个借口离开，来到民警身边寻

求帮助。

正在广佛路执勤点开展反诈

宣传的黄岐派出所警辅人员立即

分散寻找，将仍在附近徘徊兜售

手机的男子潘某抓获。

潘某交代，他平常随身携带

两真一假共三台同品牌手机，以

低价为饵在街头随机向路人兜

售。向市民展示时，他就出示真

手机；等找到意向买家，双方交易

时，他会快速将真手机掉包。

警方提醒，市民购买手机时，

一定要去正规场所购买，千万不

要因贪小便宜而吃大亏，否则容

易上当受骗。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

员/南公宣）“如果我相信预警短

信，或者接听民警的电话，就不会

上当受骗了。”网络贷款被骗2万
元后，面对上门劝阻的反诈民警，

邓女士（化名）懊悔不已。

9月5日，家住罗村的邓女士

在一个叫“×钱花”的软件提交了

个人资料，申请贷款。第二天，她

接到一位自称是“贷款客户经理”

的电话。期间，邓女士还收到了

一条中国电信发来的反诈预警短

信提醒，但她没有放在心上。

9月7日，“经理”再次致电邓

女士，告知她已通过资料审核，但

需转账到指定账号，认证贷款资

质。与此同时，南海公安分局罗

村派出所民警立即拨通邓女士的

电话，进行预警劝阻。但邓女士

拒绝接听，并将2万元转到了指定

账号。

反诈民警立即赶往邓女士住

处进行上门劝阻。见到民警，邓

女士才醒悟：“如果我相信预警短

信，或者接听民警的电话，就不会

上当受骗了。”目前，该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收

到运营商或公安机关发来的反诈

预警信息，必须提高警惕，对于高

频诈骗电话一律不听、不信、不转

账。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志

恒 通讯员/梁力泉）日前，记

者从大沥镇市政办获悉，大

沥镇公共自行车运营十年，

今年 8 月 31 日已正式停止

运营。目前，大沥公共自行

车 IC卡、按金退还手续正在

开 展 ，将 持 续 至 12 月 31
日。

大 沥 公 共 自 行 车 自

2011年 11月建成并开始运

营，截至今年 7月，大沥公共

自行车共投入站点 143个，

公共自行车约 2000辆，累计

开通用户总数34268个。

10年来，大沥公共自行

车在缓解城市拥堵、满足群

众短距离出行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提供一小时免费的公

益性自行车租赁服务，满足

居民的多样化交通需求。但

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以

及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在当

前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即

共享单车）的冲击下，公共自

行车站点少、还车难等弊端

日渐突出。

今年 8月 31日，大沥公

共自行车正式停止运营，持

有大沥公共自行车 IC卡的市

民可按照指引，到相关站点

办理退卡退款手续。IC卡退

卡业务受理点暂设 2个，分

别为嘉洲广场站和财经学校

站。

如已遗失部分资料，需

根据指引补充其他资料，方

能办理。而扫码租车的用户

可通过“叮嗒出行”APP，提
交按金退款申请。

大沥公共自行车停止运营
IC卡、按金退还手续持续至12月31日

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慧苗

通讯员/钟显强）开学后，部分

家长因工作无法亲自接送孩

子，学生乘车需求激增，一些人

看到了“商机”，开始驾驶“黑校

车”载客。近日，南海公安查获

一辆“黑校车”，驾驶员熊某被

依法处罚。

9月9日早上，南海交警大

队盐步中队在辖区主要路段以

及校园周边开展早高峰交通疏

导。7时20分，民警发现远处

驶来的一辆中型客车涉嫌超

员。

民警看到车内坐满学生，

且座位上没有安全带。经清

点，这辆核载 17人的车，搭乘

了20名小学生，连同驾驶员合

计共载21人。

民警将学生们安全送到学

校后，对该车作进一步调查。驾

驶人熊某交代，他平时以跑货运

为生，该车为亲戚所有。亲戚请

熊某驾驶该车，接送住在盐步大

道某小区的一批小学生上学放

学。熊某认为路程较近不会出

事，便让学生挤一挤，以减少接

送次数。

对于熊某这种罔顾学生安

全的危险行为，民警进行了严肃

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使用未取

得校车标牌的车辆提供校车服

务的违法行为处以2万元罚款；

对其驾驶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

定人数20%以上的交通违法行

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

6分的处罚。

与此同时，南海交警走进

20名小学生所在的学校，组织

学校、家长开展相关交通安全

教育。交警提醒，“黑校车”很

危险，希望广大家长要教会孩

子辨别并拒乘“黑校车”。

接下来，公安机关将结合系

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工作，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

和清理“黑校车”，全力守护学生

安全。

南海交警零容忍清理“黑校车”，守护学生安全

驾驶超员“黑校车”司机被罚两万元

■超载车辆内，20名小学生挤坐在一起。 （通讯员供图）

街边兜售可疑手机
男子机智识破骗局

无视预警信息
女子被骗2万元

■警辅人员现场抓获“低价”兜售

手机的男子。 （通讯员供图）

办理截止时间：2021年12月31日。
退卡时，若IC卡“租车未还”状态的，需先缴交失车赔款。
如IC卡遗失、弯折、烘烤、打孔、浸水、磨花、消磁等原因造成损

坏或表面缺损的，或在卡表面粘贴其他东西造成难以清理的痕迹
的，需先缴交工本费10元/张。

如申领表及收据字迹模糊：本人办理时需要带上卡主身份证复
印件办理。

如遗失收据：需持卡主身份证及IC卡到受理点开具受理单，三
天后卡主带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1张（A4纸黑白正反面）、IC
卡、受理单到受理点办理退卡。

如遗失IC卡：拨打咨询电话挂失，挂失成功三天后，需卡主持
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1张（A4纸黑白正反面）、《大沥公共自
行车租用服务卡申领表》、按金收据原件到受理点办理退卡。

如遗失收据及IC卡：拨打咨询电话挂失，挂失成功持卡主身份
证原件到受理点开具受理单，十五天后需卡主持身份证原件及身份
证复印件1张（A4纸黑白正反面）、受理单到受理点办理退卡。

如有疑问，请先致电咨询后再到受理点办理业务，咨询电话：
0757-855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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