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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人民做点事，值了！”
南海退役军人梁永就千里驰援河南事迹登上央视

河南救灾时间紧、任务重。那

些天，梁永就常常忙过了饭点，饿了

就抽空吃方便面。“我和队友坐在地

上，背靠背3秒就能入睡。”

7月26日，梁永就和队友接到

任务：前往卫辉人民医院开展病患

转移救援作业。医院内不仅有

400余名病患，还有家属和医护人

员。当梁永就和队友赶到现场时，

水已淹至医院二楼，加上断电，病人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慢点，小心。”梁永就踩在水

中，将一个又一个病患抬至冲锋舟

上。救生衣不够了，梁永就和队友

把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给病患穿。

3小时、5小时、1天……经过3天

不眠不休的奋战，梁永就和队友将

500余名病患、家属、医护人员成

功安全转移。

由于整日泡在水里，梁永就的

脚被泡得发白、溃烂。任务完成那

天，梁永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房

间，草草清洗后倒床便睡，那晚，他

睡得特别香甜。“只要一想到再坚

持一下就能多救一个人，我就打满

‘鸡血’。”救援工作虽然累，但梁永

就从没有叫过苦。

“退伍不褪色，我曾经是一名军

人，退伍后仍要保持军人本色。”梁永

就说，他只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能

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值了！

文/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梁慧恩

去年9月退伍的梁永就，在

南海当教官。7月24日，梁永就

任职的军海国防教育公司发出紧

急召集令：将派出一支专业队伍

赶赴河南新乡参与救援。梁永就

第一时间请缨，“我有丰富的实战

经验，我不去谁去！”

于是，梁永就与其他8名退役

军人组成救援队，星夜赶赴新乡卫辉

市。路上，梁永就才告知家人要去救

灾。“驰援河南，好样的！我们支持

你！”电话里，父亲叮嘱他注意安全。

驱车急驰一千六百多公里。

7月25日10时，梁永就和队友到

达卫辉市，顾不上休息，马上投入

到救援工作中。按照当地抗灾指

挥部的统一调度，梁永就所在救援

队在市郊开展被困群众搜寻作

业。梁永就和队友冒着大雨，驾着

冲锋舟，挨家挨户呼喊、吹哨，确保

每一名群众都安全转移。

在搜寻被困群众时，一个女孩

哭着向梁永就求助。因为断电、没

有信号，女孩已经3天联系不上爷

爷，非常焦急。

“必须尽快找到老人！”梁永就

冷静地询问老人位置，并和队友找到

了老人。所幸，老人只有腿部受伤，

并无大碍。梁永就将老人背起，小

心翼翼地护送到冲锋舟上。

在得知救援队是从佛山赶来

的时候，老人感激不已，郑重地握

着梁永就的手发出邀请：“等灾情

过去，请你们到我家里做客！”

那一刻，梁永就觉得再苦再累

都值得了。

3天转移500余人累到3秒能入睡

“‘妇女微家’是‘妇女之

家’向基层的延伸，是妇女常

态化活动的组织。如果把妇

联比喻成一个人的头脑，那么

‘妇女之家’就是头脑衔接身

体各处的动脉，‘妇女微家’是

毛细血管。”分享会上，叠二社

区党委委员、妇联主席唐婉坤

就“什么是妇女微家”“如何凝

聚社区巾帼力量”等进行经验

分享。

名苑小区妇女微家负责

人黄秀芬分享了名苑小区妇

女微家的基本情况和运作成

效。“还记得以前小区遍地建

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喷泉形同

虚设，护栏一碰就坏，令住在

这里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黄秀芬说，她也曾“逃

离”名苑小区，后来街坊会的

成立让她看到希望的曙光，便

主动搬回来带头参与社区治

理，逐步凝聚身边的“姐妹”，

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南海首个红色教育主题妇女微家在桂城成立

微家“姐姐们”善治家园有良方
小桥流水、喷泉涌动、

鸟语花香……记者走进桂
城街道叠二社区名苑小区，
马上就被优美的小区环境
所吸引，这个老旧小区改造
后，一步一景、处处飘红，一
改往日“脏乱差”景象，焕发
新容貌。

10月13日上午，“红色
妇女微家 助力社区治理”
桂城街道叠二社区名苑小
区妇女微家成立暨妇女微
家参与社区治理经验分享
会在叠二社区名苑小区举
行。叠二社区名苑小区妇
女微家是南海区首个以红
色教育为主题的妇女微家，
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套
“3个5+1+N”的服务模式。

“近年来，桂城街道妇联根

据南海区妇联的工作部署，坚

持‘贴近群众，灵活设置’的原

则，采取先行先试、示范带动、

梯队建设等措施，推动‘破难行

动’落地落实。”桂城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妇联主席曹莉敏表

示，下阶段将进一步探索妇女

微家项目化管理，尝试通过项

目微创投等形式，由街道妇联

提供项目启动资金和督导支持

服务，鼓励条件成熟的居民小

区、经济社、妇女兴趣小组等建

设妇女微家，推动应建尽建。

她希望各社区妇联要立

足群众需求和社区实情，全面

开展妇女微家建设，积极参与

各级公益项目创投，挖掘更多

社会共生资源，激活基层妇女

善治力量，进一步形成“身边

有家”的妇联组织建设新格

局。

“妇女微家让妇联工作真

正做到群众家门口，服务送到

小区里，为社区治理注入红色

巾帼力量。期待桂城有更多像

名苑小区妇女微家这样接地

气、聚人气、有生气的‘家’在妇

女群众中茁壮成长。”南海区妇

联副主席麦剑瑢说。

在妇女微家筹备阶段，桂

城街道妇联和叠二社区妇联

坚持“党建带妇建，妇建促党

建”，结合小区需求和微家成

员特长，打造“党建阵地”红色

教育平台、“爱聚乐园”小区亲

子成长平台、“花满名苑”小区

绿化行动、“情暖夕阳”关怀长

者行动、“最美楼道”小区爱卫

行动等五大服务品牌，服务内

容与社区三级党建网格有机

融合，实现阵地共建、资源共

享，在基层善治中展示巾帼力

量。

妇女微家还以“芳华议

事厅”妇女议事会为平台，

建立妇女议事协商机制，围

绕小区环境美化、好家风营

造展开讨论。如今小区环

境焕然一新，“红色”氛围浓

厚，居民参与小区事务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

叠二社区妇联也在妇女

微家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

一套“3个5+1+N”的服务模

式。唐婉坤介绍，“1”是指

坚持党建引领；“N”是指妇

联执委、巾帼志愿者、妇女骨

干等多元主体力量；第一个

“5”指微元素，即有阵地、有

架构、有制度、有计划、有服

务；第二个“5”是指微功能，

即组织引领、议事协商、小区

治理、家庭成长、自主服务；

第三个“5”是指微品牌，就

是社区结合名苑小区需求和

微家成员特长打造的五大服

务品牌。

妇女分享社区治理经验

构建“3个5+1+N”服务模式 全面开展妇女微家建设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萧桂嫦
■7月24日，梁永就与队友集结，奔赴河南参与救援。 受访者供图

■名苑小区处处飘红，容貌焕然一新。

■名苑小区妇女微家分享社区治理经验。

为深化落实人民银行关于账

户管理“两个不减、两个加强”的基

本原则，民生银行采取一系列措施，

进一步优化企业银行账户服务水

平，切实提升企业客户服务质效。

开户与客户尽职调查并行
在确保企业基础开户资料齐

全，证照信息、受益所有人等信息核

查无误的前提下，支行网点可先为

企业开立账户，不强制要求在企业

开户前完成所有尽职调查工作，账

户开立和尽职调查可并行开展。

建立客户服务指派机制
开户网点的负责人作为账户

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以及尽职调

查的审批人，应指定专人对接企

业开户预约尽调工作及后续账

户服务管理，及时上传下达，逐

户向履行尽调责任的相关人员

分派尽调任务。履行尽调责任

的相关人员及时与预约开户企

业沟通尽调，有效实现企业开户

与客户尽调无缝对接，并行管

理，全力压缩企业尽调时效，减

少预约开户企业积压，确保企业

账户正常使用，切实提升企业账

户服务满意度。

强化开户预约管理机制
建立企业预约开户的长效管

理机制，全面掌控辖内机构服务

能力，合理调配开户预约资源，畅

通企业开户线上线下预约通道。

网点及时建立客户服务指派工作

台账，详细登记各渠道预约开户

企业信息、预约时间等内容，整体

把控本机构预约开户数量及开户

时长。

加强制度传导，确保有效落实
及时组织分行相关部门及全

部网点的业务培训，保证运营、客

群部门等相关业务人员了解掌握

监管及总行企业银行账户服务和

管理要求，提高账户服务意识，确

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陈慧炜）

推广

民生银行多措并举优化企业账户服务

农行南海里水支行全面推进

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积极助

力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持续把

金融服务下沉至基层一线，送到

每一位村民手中，让金融便民、惠

民落到实处，打通金融服务乡村

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对客户做到热情服务，耐心

细致为客户排忧解难，全心全意

做好本职工作，我表示衷心致

谢！”近日，一封来自里水大冲村

的感谢信送到农行南海里水华通

支行钟继锦经理的手中。大冲村

梁伯名字中含有生僻字，由于早

期输入法中打不出该字，他从前

开通的存折户名都少了一个部首

“ ”，账户有时无法正常使用，这

个问题困扰了他许多年。今年9
月1日，梁伯和往常一样到农行

存电费，细心的钟经理发现了存

折户名不符的问题。了解具体情

况后，钟经理立即为梁伯申请了

特殊业务绿色办理通道，高效为

梁伯办理了户名修改业务并更换

好新存折，耐心又细致的服务让

梁伯心中暖流涌动。从梁伯口

中，钟经理了解到大冲村还有许

多因姓名中含生僻字受户名不符

问题困扰的客户。农行南海里水

支行立即成立青年党员志愿服务

队，走访大冲村了解情况、收集资

料，并上门为行动不便的客户提

供金融服务，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让乡村金融服务进一步升温。

长期以来，农行南海里水支

行坚持深耕乡村市场，致力于打

通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最后一

公里”。根据村民集中反映的资

金安全问题，农行南海里水支行

党团志愿服务队多次走进共建村

居，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系列

活动，通过金融常识微讲堂为村

民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个人

信息保护等金融知识，保护好村

民的钱袋子，逐步增强村民风险

意识、防范意识，助力村民提高金

融知识水平、建立科学理财观。

除此以外，党团志愿服务队还积

极开展金融便民活动，为群众提

供常见的金融产品咨询，推广手

机掌银、医保电子凭证等便民金

融服务，上门为村民做好农户信

息建档工作，提供全方位、多维度

的惠农服务，得到乡村群众的一

致好评。

（钟岚）

我为群众办实事——

农行南海里水支行积极推进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工作

■农行南海里水支行走进乡村开展金融知识微讲堂。

“国家需要，我就上！”近日，

CCTV7国防军事频道《老兵，

你好》栏目播放了《冲锋的姿态

——退役军人志愿者驰援河南

水灾》，讲述了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队抢险救灾的故事，南海退役

军人梁永就的身影也出现在其

中。今年7月25日至8月4日，

这位95后小伙和队友在河南新

乡、鹤壁两地参与救援。

主动请缨救援星夜急驰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