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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元源）

6

月10日是农历五月初一，按照传统，

这是荔湾区中南街海中经济联社龙

船采青的日子。 今年端午，因为疫情

防控要求，海中的龙船活动暂停了，

但扒龙船的扒仔并没有停下来。 他

们脱下运动服穿上防护服， 纷纷报

名加入海中经济联社防疫志愿者队

伍，维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为村民

配送物资……近日， 信息时报记者

拨通了海中清风龙舟队队员的电

话， 听他们讲述在疫情防控中的故

事。

“前两次核酸检测，我们不知道

怎么帮忙， 只能买一些凉茶送给现

场的工作人员。 天气很热，他们穿着

厚厚的防护服，真不容易。 ”海中清

风龙舟队牵头人坚哥说， 中南街道

实施封闭管理后， 人手成为急需资

源。“后来我召集龙舟队的队员报名

当志愿者，到核酸检测现场帮忙。 大

家都很积极， 在各自所属的经济联

社当志愿者。 ”

坚哥说，龙船队的扒仔体力好，

他们肩负起核酸检测现场维持秩

序、 扫码登记等工作，“在我们的核

酸检测点，医护人员只需负责采样环

节，其他我们都可以分担。”因为有了

经验，加上配合默契，在6月7日新一

轮核酸检测中，海中一社只用了不到

4小时就完成了1300多位村民和租户

的核酸检测。“我们的核酸检测点就

设在清风码头附近，以往端午节龙舟

赛我们都在这里颁奖，还会在这里摆

龙船饭。 ”坚哥说。

作为清风队主力之一，阿健同样

挺身而出， 成为海中一社的志愿者。

除了为核酸检测工作出力外，他还是

一名保供志愿者。 每天早上，物资供

应车辆会准时来到海中一社指定的

卸货点，送来此前居民在小鲜驿站下

单购买的生活物资，阿健的任务就是

对照订单清点核对物品。“物资车大

概9点半左右到， 我们在那之前就要

做好准备。清点完再由另外一队志愿

者进行配送， 每天中午1点左右完成

全部配送。”6月9日，阿健用了大半天

时间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完成了200多

份物资的清点和配送，忙完回到家已

经是下午两点多。“海中村就是我们

的家，我应该多出一分力，共同把这

个家守护好。 ”阿健说。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刘诗敏 ）

挨家挨户

排查走访、 维护秩序、

协助信息录入……上

周，白云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发出关于开展全区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的

通告，景泰街道景泰北社区迅速动员社区在职党

员和志愿者进行协助。

核酸检测当天，广园小学一批检测名单需要

手工录入。社区工作人员张嘉雯的丈夫董先生得

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来帮忙。

在景泰街另一核酸检测点，连日来，一名工

作人员通过喇叭在社区里进行防疫宣传。 后来，

街坊们才知道他是景泰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倪

家乐的丈夫张先生。

据介绍，社区全员核酸检测当天，倪家乐和

丈夫张先生把两名小孩托给家里的老人照顾。

“核酸检测每个流程都需要有人指引， 如人户登

记、排队秩序、信息录入等等，大家都忙得不可开

交，所以我就让他过来跑跑腿帮帮忙。 ”倪家乐

说。“我本来就是景泰街的居民，还是一名党员，

服务社区义不容辞。 ”张先生笑着说。

端午不扒龙舟，扒仔当起志愿者

荔湾区中南街海中清风龙舟队队员加入防疫志愿者队伍

社区防疫，“夫妻档”一起上阵

阿健（左 ）和阿坚 （右 ）在核酸

检测现场当志愿者。阿健在防护服

里穿上龙舟比赛的队服。

受访者供图

街坊齐心 合力抗疫

倪家乐和丈夫张先生。

受访者供图

现阶段为满足广大市民金融

服务需求， 充分保障现金服务安

全性， 广州工行辖内对外营业网

点每日均对营业环境进行杀菌，

对地面、 自助设备、 机具、 柜面

等区域进行消毒， 提升疫情防护

能力。 对中高风险等级地区现金

实施“收支两条线” 管理， 收入

现金先在营业网点进行简易消

毒， 装入封闭款箱、 款包后缴交

金库统一消毒。 金库加强对现金

清分场地和现金设备的通风消

毒， 划分专门区域通过紫光灯和

消毒柜进行消毒杀菌、 装箱封

存、 专区保管。 另外， 对特定渠

道交存的现金， 专人专区处理，

单独摆放、 独立清分， 存放于干

燥环境 14 天以上再投放， 全面

强化回笼周转现金的专业净化处

理与安全保管， 切实保障现金使

用安全， 为公众提供干净安全的

“放心钱”。

接下来， 广州工行将持续做

好各项现金服务保障工作， 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现金服务需求得到

有效保障， 全力支持打赢本轮疫

情防控阻击战。

文 / 梁海祥

抗疫进行时，广州工行加强现金服务保障

近期，为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各项现金

服务顺利开展， 广州工行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为辖内网点现金业务正常开展、客户现金服务

提供有力保障， 高效履行金融企业社会责任，

全力助力疫情防控。

受疫情及部分区域封闭管

控的影响， 部分网点运营状态发

生了调整。 为保障现金服务的稳

定开展， 广州工行密切关注辖内

网点运营动态， 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调整现金服务方案， 并加大现

金储备、强化押运调度，实现对应

急现金调拨、 外币现钞直配、

ATM 设备装卸钞、上门收款清分

等业务的快速响应。 5 月 21 日至

今， 广州工行累计投放现金 4.29

亿元； 完成 ATM 装卸钞 8715

次，累计加钞 7.06 亿元；累计处

理上门收款业务 19551 笔， 合计

金额 11209.70 万元，其中涉及医

院等防疫单位的收款业务 9156

笔金额 3438.44 万元， 交通运输

单 位 收 款 业 务 2289 笔 金 额

859.61 万元， 有效保障社会现金

需求。

增强运营能力，持续提供优质现金服务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广州

工行启用现金业务疫情防控期应

急预案， 对战疫保供重点客户开

辟绿色通道， 及时满足疾控、医

院、 交运等重点客户的抗疫现金

服务需求。

6 月 3 日~7 日， 广州工行辖

属华南、 流花支行先后接到广州

南站、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车站等铁路运输重点客户的业

务求助， 为平稳办理旅客退票需

紧急提取备用金， 相关支行与分

行业务部门密切联动， 启动应急

预案，及时做好人员、现金等准备

工作， 累计为客户紧急提取退票

备用金 780 万元， 有效保障客户

疫情管控工作顺利开展。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作为广

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的定

点收治医院， 始终奋战在抗疫第

一线。 本轮疫情发生后，广州南方

支行主动与市八医院联系， 密切

跟进医院业务需求， 通过灵活调

动押运资源， 有效满足市八医院

嘉禾院区和东风院区的上门收款

业务需要， 累计为市八医院办理

涉及防疫现金上门收款服务 9 次

共 88 笔， 合计金额 29.6 万元，得

到客户的充分认可， 助力市八医

院抗疫工作开展。

开辟绿色通道，向重点客户提供战疫保供现金服务

净化流通现金， 为公众提

供“放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