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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王娅）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邓兴

斌，是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一名普通

的快递员。 十多年收派历程，邓兴斌跑

过很多区域，从写字楼到工业园，从工

业园到住宅区， 无论在哪种类型的区

域，都能很好地胜任，深受客户及同事

喜爱。 2018年邓兴斌在广州市工会的

“最美快递哥”评选中，荣获“最美快递

哥”称号。

军人之魂融入极致服务

邓兴斌，湖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现为广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一名普通

的快递员。 记者了解到，邓兴斌当过三

年兵，部队里的一些优良作风，邓兴斌

一直在坚持， 以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

己，对待客户，尽心尽责。 作为一名快递

收派员，邓兴斌对每天要派出的快件都

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如客户要求快件放

公司前台，他会在前台以及监控下数清

楚每票快件，分门别类地将不同客户的

快件码放好，再通知客户领取。

他每天收加派可以达到180-200

票，但他总能有条不紊地完成每天的任

务，有什么问题都能第一时间为客户解

决。 客户评价他“顺丰最好的客服就是

邓师傅，遇到问题找他都能解决。 ”

而每到一个新的收派区域， 邓兴

斌都会先进行深入摸底， 细致考察。 8

个月前， 他来到了现在这个区域， 一

座商务园以及周边的住宅混合区。 刚

到这里的第一天， 邓师傅就拜访了商

务园每个客户， 对区域内每个客户的

业务类型、 快件类型有了大概的了解，

寻找潜在商机。 这个商务园以船舶运

输公司为主， 客户有覆盖香港、 大陆

的船舶运输商， 经常寄递的物品为报

关资料、 船舶信息、 货运文件等， 如

果报关资料延误一天， 仓储货物在码

头多放一天， 产生的费用巨大， 所以

园内有不少对时效特别敏感的客户。

邓师傅抓住客户的首要需求， 进行个

性化服务。

做“最好的客服”，急客户所急

在一次派件中，有位客户寄递在早

上寄出一票十万火急的香港即日件，当

时已近截单时间10点半。 邓兴斌收到件

后心想这票快件如果当天到不了香港，

可能会对客户造成巨大的损失，他无论

如何都要及时送达。 对此他进行了紧急

处理，立即报告主管，协调安排车辆接

回仓库， 最终保证了快件当天晚上到

达。 一次、二次，每次遇到紧急快件，邓

师傅都可以帮助客户顺利送达，为客户

创造最佳的服务体验，就这样建立起了

客户的信任感。

在客户眼中，邓兴斌为人热情，工作

认真负责。而在同事看来，他是领导眼中

的优秀员工，徒弟心目中的超级师傅，是

分部同事的好大哥，员工评价其“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甚至称呼“邓爸爸”。

快递业没有“淡季”，只有“旺季”和

“更旺季”，如春节、中秋、国庆、“双十

一”这些大时大节，邓兴斌甚至要忙到

晚上十一二点， 对家人虽然有愧疚，但

邓师傅说起这份工作的时候，总是乐在

其中。

为配合地铁广佛线燕岗站施工工

程，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定于4月30日

（星期二）

22时至5月1日

（星期三）

7时，

在工业大道纸厂路口进行管道施工

工程。 届时芳村鹤洞路、东沙大道、芳

村大道东、花地大道、海珠区工业大道

北、昌岗中路、宝岗大道、江南大道、江

南大道北等沿线供水压力将有所下

降，同时，请高层用水户务必开启二次

供水加压设施，确保用水稳定，详询供

水热线96968。

广州市自来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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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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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轰

隆隆……” 在广州市天河区沙河街道

机筑巷， 随着施工队的进场和炮机的

作业， 昨日上午， 地铁11号线沙河站

房屋拆卸全面启动， 沙河站建成通车

指日可待。 据悉， 早在3月20日， 天

河区已提前完成沙河站102户、 华师

站98户、 华景站43户共243户国有土

地上房屋的征收， 目前， 三站被征收

房屋已进入拆卸阶段。

沙河站曾因拆迁而“飞站”

据了解， 地铁十一号线为广州首

条地铁环线， 起于新

滘

东路， 行经琶

洲、 员村、 天河公园、 华师、 广州东

站、 云台花园、 广州火车站、 流花湖

公园、 荔湾湖公园、 芳村、 广州造船

厂、 逸景路， 之后沿新

滘

路闭合形成

环线， 先后与13条地铁线路换乘， 换

乘站多达21座。

沙河站则位于广州大道北与先烈

东路交叉口， 是广州地铁6号线和广

州地铁11号线的换乘车站， 其中11号

线站台位于广州大道北地底。 沙河站

建设用地面积大， 涉及的借地部门

多， 该站原计划随着6号线首期开通

而启用， 但是由于征地拆迁的问题，

6号线开通时采用了“飞站”。 直至

2017年， 沙河站复工， 2018年12月，

沙河站开始广州地铁6号线及广州地

铁11号线的站厅土建施工。

沙河站住宅房屋每平补偿4.8万

为2018年12月30日， 天河区政府

发布了《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一号线沙

河站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稿）》和《广州市轨道交通十

一号线华师站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方案

（征求意见稿 ）》（以下称

《方案》）

，吹响了地铁11号线天河区段

房屋征收补偿签约工作的总号角。 根

据两《方案》公布的房屋补偿指导价，

沙河站住宅房屋补偿标准是48000元/

平方米， 非住宅房屋则根据位置不同

划分了三个补偿标准。 临先烈东路首

层非住宅房屋 (产权证记载用途为非

住宅)补偿标准为135000 元/平方米;临

先烈东路二层非住宅房屋按65000元/

平方米补偿； 内巷街非住宅房屋补偿

标准55000元/平方米。 同时，设置了征

收奖励、弃产补助，搬迁时限奖励、临

时安置费、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等奖励。更为人性化的是，《方案》保留

拆迁户穗籍适龄子女原产权房的对口

入学资格或统筹安排入学资格， 保留

时间为3年。

据悉， 至今年3月20日， 全面完

成了沙河站102户、 华师站98户、 华

景站43户共243户国有土地上房屋的

征收。 目前， 三站被征收房屋已进入

拆卸阶段， 沙河站建成通车指日可

待。

据了解，除地铁11号线外，天河区

政府还在有序推动珠三角城际轨道交

通广佛环线

（广州南站至白云机场）

天

河区段、 轨道交通10号线、13号线二

期、18号线等天河区段的征借地工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

柑潞）

昨日， 来自广东清远

各县（

区

）的51名绣娘，来到

获得多项世界纪录的古龙峡

云天玻霸UFO玻璃平台上，

为她们绣出的巨幅国旗举行

封针仪式， 现场上万名游客

挥舞着小国旗为绣娘们助

阵。

当天上午8时多，清远刺

绣协会组织了51名绣娘来到

了古龙峡景区。 这51名绣娘

来自清远各市、县，有多名来

自连南瑶族自治县与连山壮

族瑶族自治县的少数民族绣

娘。 她们共同来参加这个主

题为“银针追梦、‘绣’ 美神

州”的绣国旗活动。在古龙峡

悬空跨度达70米的玻璃平台

上，51位绣娘展出她们历时

70天赶制， 创作完成的周长

20.19米，面积32.35平方的刺

绣作品。据悉，该作品是有史

记载以来的面积最大的粤

绣， 目前清远刺绣协会正在

进行世界纪录的认证。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川 通讯员 欧

璐）

4月27日晚上，“2019穗港澳青少年

文化交流季”启动仪式在广州图书馆举

行，本次活动首次打造穗港澳青少年广

府市集，将有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的

逾3000名青少年参与为期7个月的系列

文化交流活动。

据主办方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介绍，本次活动除延续“粤港澳大湾区

中小学生故事大会”“粤港澳大湾区青

少年六一艺术汇”“追寻广府文化之路”

“广府文化之夜”等经典内容外，还重磅

打造了首届“青少年广府市集”概念，设

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制作展示

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广府文化主

题摊位。

在启动仪式现场，巨幅LED屏上穗

港澳三地连接起深圳、 珠海、 佛山、惠

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城

市，各地同步启动了“2019穗港澳青少

年文化交流季”。 据悉，本季“粤港澳大

湾区中小学生故事大会” 已启动报名，

目前已有大湾区内近千名中小学生踊

跃参与。

“最美快递哥”一天送两百个包裹

供水压力变化温馨提示

2019穗港澳青少年文化

交流季启动

首次打造青少年广府市集

51名绣娘高空玻璃台绣国旗

地铁11号线新进展：沙河站开始拆迁

华师、华景站也进入拆卸阶段

快递员邓兴

斌在收件。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爱国情 奋斗者

在古龙峡玻璃平台上，

51

位绣娘展出她们的刺绣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