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编辑/张瑜 校对/伍玉芳 版式/陈树清 3

中国银行上新啦！近日，中国
银行企业手机银行全新优化升级，
转账汇划、在线结汇、预约开户等在
线服务功能一应俱全，助力企业财
资管理轻松“掌”握，让广大客户体
验更便捷高效与安全稳定的企业移
动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企业手机银行以企业
财务高效运作管理需求为核心，秉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从客户视角
出发，结合5G信息技术，全面覆盖账
户管理、转账汇划、自助结汇、存款服
务、预约开户、银企对账、回单验证、
保函与单证助手八大功能，帮助客户
清晰掌握企业资金往来，第一时间把
握商机，并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为
企业用户提供了全方位、易操作、安

全可靠的移动化金融服务。同时，中
行企业手机银行还采用生物识别技
术，实现了基于指纹识别、人脸识别
的登录认证功能，配合传统认证工具
加固，进一步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和合
法性，为广大企业客户提供7×24小
时在线金融服务。

据了解，为答谢广大客户厚爱，
近日中行还推出“激情一夏，越交易
月有礼”系列活动，即日起至7月31
日，每月通过中行企业手机银行办
理转账汇款或者自助结汇的客户，
即可获得抽奖资格，赢取最高 300
元企业手机银行专享礼品，新注册
企业客户更有专享的上门贴心开
户、产品优惠套餐等一站式服务，有
兴趣的企业朋友们快去体验吧！

中国银行企业手机银行
全新移动金融服务

近期，郁南县公安局继续发扬勇
于担当作为的精神，连战皆捷，成功
打掉一个涉恶团伙，端掉一个涉非法
采矿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人。

深入挖掘，一个涉恶团
伙渐露

2020年 2月，该局接到市公安局
扫黑办转来线索：云浮市某建材有限
公司老板黄某勇报称，2019年 11月
开始，其公司所属的工程队在南江口
作业时，被南江口南瑶村村民强行收
取资源费和保护费。

为尽快核实线索查明情况，郁南
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江力作出指
示，要求局扫黑办与刑侦大队迅速成
立专案组快侦快破。专案组办案民
警展开多方联合侦查，初步发现陈某
勇、邱某锋等人涉嫌敲诈勒索、寻衅
滋事等犯罪行为。

经进一步对该犯罪团伙研判，确
定收网时机成熟后，在市局相关业务
部门的指导下，该局组织50余名警力
组成抓捕组，于5月13日上午，兵分7
路对涉案人员进行统一收网行动，成
功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陈某勇、邱某

锋等5人，扣押作案小汽车4辆。
上述涉案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专

案组办案民警突审查明：犯罪嫌疑人
陈某勇得知黄某勇施工队在工地处
理弃土过程中，擅自开采工地的矿石
并外运到其他石场、码头等进行销售
牟利的情况后，遂与犯罪嫌疑人邱某
锋、邱某泉、陈某阳、陈某谷一起商
量，以工地施工噪音扰民等为由，通
过言语恐吓、用车堵塞工地出入口等
手段，强行收取黄某勇施工队的资源
费和保护费，累计约7万元。

顺藤摸瓜，牵扯出一宗
涉嫌非法采矿案

在该案件的侦办中，智勇双全的
专案组办案民警凭借丰富的办案经
验，顺藤摸瓜，还发现了报案人黄某
勇涉嫌非法采矿的犯罪行为，牵扯出
一个涉嫌非法采矿团伙。

专案组办案民警围绕涉嫌非法
采矿案件线索，经多番深入侦查、搜
集证据后，掌握到该团伙以黄某勇为
首，成员分别负责协调村民关系、联
系买家、值班轮守等分工。为了不打
草惊蛇，6月 23日，60余名警力多路
布控，快速出击，成功抓获犯罪嫌疑
人黄某勇、谢某、叶某林等12人。

据犯罪嫌疑人黄某勇交代，自
2019年 11月以来，其在南江口工地

处理弃土时，在没有经过有关政府部
门同意、没有到相关部门报备的情况
下，夜间使用炮机和挖掘机对工地的
矿石进行非法开采，并将开采出来的
矿石装车外运到其他石场、码头、建
材厂等进行销售获利。

经初步统计，从 2019年 12月 23
日至 2020年 5月 3日期间，黄某勇等
人非法开采矿石并售卖共 4.8万吨，
非法获利150多万元。

6月 19日，经郁南县人民检察
院批准，依法对涉嫌非法采矿罪的
陈某勇、邱某锋、邱某泉、陈某
阳、陈某谷 5人执行逮捕。同月 23
日，公安机关依法对涉嫌非法采矿
的犯罪嫌疑人黄某勇、谢某、叶某
琳、蔡某林、江某新、吴某贤、蔡
某明、霍某周、叶某坚、曾某权、
黄某文、邓某友12人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郁南公安成功打掉一涉恶团伙连带侦破一宗涉非法采矿案
本报记者 周洲 通讯员 陈汝恩

云浮公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 林峰 通讯员
张晓丹）为有效提升“三支一扶”人
员基层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更好
服务基层、建功基层，促进我市基层
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6月 30
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
办、市云腾彩虹管理顾问公司协办
的 2020年“三支一扶”人员能力提
升培训班开班在广东省云浮人事考
试基地举办。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3天，
培训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三
支一扶”工作实际，课程安排紧凑、
内容丰富，紧紧围绕两会精神、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战略部署，紧扣基层需求丰富培训
内容，针对性强化岗位锻炼培养，切
实站在提升志愿者服务基层能力的
角度，促进“三支一扶”人员在实践
中成长成才，确保参培学员学有所
获、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更好地为
基层发展贡献力量。罗定市黎少镇
林业站的蓝敏捷表示，此次培训班
非常有意义，可以进一步激发年轻
人的潜力与活力，通过团队游戏使
大家充分融合，将来会更好地为基
层、为“三农”服务，扎根基层，服务
社会。

“三支一扶”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苏显亮）根据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规
定，按照市、区关于提升中心城区首
位度的工作要求，河南东路临时摆
卖点将即撤销。目前，已有10多位
档主提前搬迁。

任女士两年多前在城区河南东
路临时摆卖点租了个小摊档卖服
饰，由于是露天摆卖以及地方浅窄，
每天必须把所有的衣服收挂一遍，
非常不便。在台风来的时候，棚顶
漏水，把衣服打湿搞脏，损失几百
元。鉴于河南东路临时摆卖点即将
撤销等多方面原因，今年5月，任女
士提前把摊档搬迁至河南东路附近
的诚中市场。现在，20平方米大的
店面可容纳她所有服饰，再也不用
为每天收挂衣服发愁。任女士说，

在市场有了独立的店铺安全一点，
宽敞舒服。免租3个月，挺实惠。

为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对河南
东路临时摆卖点和丰收街乱摆乱卖
的整治清理工作，近日，城区诚中市
场出台了安置河南东路临时摆卖摊
档的方案，有意接纳河南东路临时
摆卖的所有商户，目前，已有 10多
位临时摆卖档主进驻了。城区诚中
市场负责人表示，诚中市场是一个
综合市场，包括有肉菜、超市、药店，
是综合一体的。针对河南东路临时
摆卖点的商贩，诚中市场已经作出
一个优惠方案，前 3个月免租，之
后，每个月只收取 400元的租金。
离河南东路不到两公里的上谭市场
在近段时间也制定了进驻优惠措
施，主要是面向河南东路的临时摆
卖商户。

河南东路临时摆卖点即将撤销
10多位档主已提前搬迁

夏至以来，我市气温
一直居高不下，虽偶有雨
下，但闷热程度丝毫未
减，且“炎”值爆表。但高
温工作者们依旧坚守岗
位，他们的一举一动与你
息息相关，可能在为你服
务，可能与你擦身而过，
可能在为城区洁身……
他们都有谁？日前，记者

走访城中发现，测温员、交警、环卫
工、快递员，无一不在默默贡献自己
的力量，维持和带动着云浮的运转，
其敬业精神赢得市民的敬佩和赞赏。

防控测温员
无论你进出商场还是社区，那位

手持红外线测温枪的测温员总会为
你“嘀”一下，安全可放行。一次次的
抬手，一次次的放行，测温员也一次
次地安下心来。城北一大型住宅区
的保安员陈先生自从在疫情阻击战
打响后，便和同事三班倒轮流在小区
的出口处为进出的居民测温。“近来
的天气很闷热，但我们没有麻痹大
意，坚持为进出的每一辆车内人员和
行人测温，遇到异常情况会立刻向上
请示，按照程序规定判断是否放行。”
7月2日中午，室外温度超过34度，此
时陈先生和同事身穿制服一丝不苟
地来回为进出居民测温，汗如雨下。
他们虽做着很简单的工作，却是疫情
防控的冲锋队员。

巡逻的交警
7月2日下午，在城中路的车水马

龙中，记者看到一幕不一样的风景：他
们身穿绿色的交警服，戴着头盔，骑着
心爱的“小摩托”在城中巡逻。他们时
刻牢记使命，维护城乡道路交通秩序
和公路治安秩序，保障群众的出行安
全，为城市发展提供强有力前进脉

络。他们就是城中骑着“铁马”的交警。

赶早的环卫工
晨曦载曜，万物咸覩。7月 3日

上午，骄阳高挂，城中马岗片区的环
卫工李阿姨已收拾好工具，准备休息
片刻。李阿姨说：“凌晨4点我们就开
始一天的工作，扫大街、清垃圾，每天
如此。夏天很快天亮，更容易看清周
围，便于工作。”采访中，记者看见，李
阿姨脱下帽子，豆大的汗珠直接掉在
地上。她说，环卫工虽干着最脏的
活，却在营造最美的城市，每天迎接
黎明的她们，无论酷暑或严寒，仍然

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埋头苦干，为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奔忙的快递员
“您好，这里有您的快件，请下楼

签收一下，谢谢！”7月3日下午，从事
快递工作将近5个年头的肖先生正在
城南荷香路派件。他告诉记者，让他
值得骄傲的是自己的汗水能挥洒在
城中的大街小巷。“我用车轮编织一
张网，网罗着千家万户，黝黑的皮肤
是我们努力工作的见证，准时送达是
给客户信心的承诺。一个小小的包
裹，装载着我们快递员大大的梦想。”

肖先生自信地说，他们无惧风雨，无
惧严寒，与时间赛跑，准时送达浸淫
着勤劳的芬芳。他希望，快递员的工
作能得到客户的谅解，他们信守承
诺、服务至上为的是换来大家一句轻
快的“谢谢”。

后记：高温下的劳动者如“幕后
英雄”般坚守一座城，送水工、电力工
人、消杀员、建筑工人等等，他们顶着
烈日、冒着酷暑、挥汗如雨，陀螺般地
围绕着城里城外奔忙着，用汗水诠释
肩上的责任与担当，为推动“美丽云
浮、共同缔造”作出应有的贡献。

烈日下的坚守
——聚焦我市高温工作者

本报记者 黄洋 何玮珊

本报讯 (记者 苏显亮 通讯员
李旭明） 7 月 2 日，是“全国低碳
日”。当天上午，市生态环境局会同
有关单位在南山森林公园主入口小
广场举办“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
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与。

活动围绕今年全国低碳日“绿
色低碳，全面小康”的主题，通过绿
色低碳科普知识展板、LED视频、工
作人员现场讲解和派发宣传资料等
多种宣传形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普及应对气
候变化知识，宣传低碳发展理念，共
同保护我们的美丽家园，为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促进实现

“美丽云浮、共同缔造”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同时，组织生态环境保
护志愿者分成几个小分队，分别走
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等，开展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低碳科
普知识宣传活动。

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示，以
后会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低碳生
活，同时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加
入到低碳生活中。

市生态环境局加强“全国低碳日”宣传
生态云浮 大美石都

7月3日，市红十字
会、广东忠良环境卫生
管理有限公司到云浮高
铁站慰问该公司疫情防
控一线值守人员，并送
上方便面、八宝粥、王老
吉、牛奶等慰问品，对他
们为疫情防控作出的努
力及付出的辛苦表示诚
挚的敬意。
（记者 杨丽 通讯员

梁思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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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峰）“俗话
说，人走茶凉，一名已离职的洗车工
患病，却牵动了两任前东家的心，这
就是云浮温度、云浮情。”近日，62
岁的罗木林身患多种疾病住进了医
院。他曾经工作过的两家汽车美容
中心的老板相继伸出援手，帮助其
渡过难关，被广大市民传为佳话。

“真没想到我生病了，两位前任
老板都很关心我，云浮真是个充满
爱心的地方。”罗木林是云安区都杨
镇人。从2006年开始，他相继在位
于市区建设路和金山路的2家汽车
美容中心从事洗车工。沉稳老实的
品格、过硬的专业技术让大家亲切
地称他为“林叔”。由于年龄偏大，
林叔在去年底光荣“退休”。今年4
月，林叔感到身体不适，被医院确诊
为双肾多发性结石、冠心病、肺功能
衰退等。在住院治疗期间，林叔突

然收到了来自 2位前东家的关爱。
一位陈老板立即组织了捐款；另一
位姓李的老板则组织3名员工为林
叔献血，使他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林叔的前东家李先生告诉记
者，林叔在上班时永远都是第一个
到，最后一个离开，多年来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是所有员工的榜样。
如今他生病了，我们自然不能不
管。另一位老板陈先生说，林叔已
经离开洗车场 6年了，其间很少联
系，但这次听说他病了，我们都在想
办法。因为，我们都是云浮人，云浮
人最讲究情谊，林叔既是我们的老
员工，又是老大哥，希望他能尽快康
复出院。

市民张先生认为，这件事充
分说明了云浮是一座有温度的城
市，是一座充满爱的城市。体现
了云浮人的暖心、责任与担当，
更是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真
实缩影。

人走茶不凉！

老员工患病 两任“东家”施援高
温
下
的
劳
动
者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