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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一提到“军人”这个神圣的职
业，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而军人
背后的“军嫂”更是让人敬佩。长
期的两地分居，独自照顾老人和
孩子都是“军嫂”的生活常态，而
在银行工作的“军嫂”更是部队中
的特种兵，中国银行淄博张店支
行就有这样一群“特种兵”。

陆军“军嫂”——— 谢培培
她是一名高柜柜员。80后的

军嫂，成为军嫂的时间是12年，
目前有1个宝宝。银行柜员非常
辛苦，平时客户多时忙到喝不
上水，吃不上饭，甚至连上厕所
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有客户
嫌柜员少、牢骚满腹，对柜员的
不理解甚至谩骂，但培培总是
亲切而又耐心地为每一位客户
办理业务，并且还兼任智能柜
台的授权业务。有一次，一位脑
血栓造成行动不便地客户来办
理业务，培培一直搀扶着客户送

到营业厅外，把老人送上三轮
车，老人一直不停地道谢。

如果用陆军一种军械来形
容活泼健谈的培培的话应该是

“反器材步枪”，在作战中能轻松
打穿防弹玻璃，防弹背心。培培的
客户服务能力，是柜员的楷模。

海军“军嫂”——— 刘楠
她是一名大堂经理。80后的

军嫂，成为军嫂的时间是5年，目
前有2个宝宝。二宝还在哺乳
期，平时在单位工作非常繁忙，
厅堂的所有工作都是大堂经理
的工作范围，还兼任信用卡、驻
农点等业务，经常是忙到无法
按时回去给孩子喂奶。驻农点
上门办卡也经常是一忙忙一
天，行里还经常让她承担一些
营业部的管理工作，她总是任
劳任怨地承担，加班加点、毫无
怨言地出色完成工作。

如果用海军的一种军械来

形容她的话，“潜水艇”比较贴
切，文静的她一直为中行的工
作无私地奉献着，同时也在默
默地支持丈夫的事业。

空军“军嫂”——— 宋梅
她是中行张店支行营业部

银行卡及驻农经理。70后的军
嫂，党员。目前也是张店支行军
嫂嫂龄最长的。由于丈夫是空军
飞行员，身份的特殊，婆婆的去
世，家里所有的事情必须由她自
己解决。有着新疆美女一样外貌
的她，骨子里却是女汉子。年轻
时扛过煤气罐，孩子小时生病一
人来回跑医院。现在孩子正值
中考，经常是忙完单位，再回家
给孩子做饭。有时为了工作，连
孩子也顾不上。银行卡和驻农业
务不分节假日，加班加点是家常
便饭，她信用卡发卡目前是张店
支行名列前茅的。张冉村、集家
村经常看到她的身影，目前驻农

卡发卡达到1600张左右。
如果用空军的一种军械来

形容她的话，“无人战斗机”比
较贴切，无法依靠别人，凡事靠
自己。

武警消防“军嫂”——— 刘扬
她是张店支行消费金融中

心客户经理。80后军嫂，成为军
嫂的时间是3年，现在也是2个宝
宝的母亲。消费金融中心刚成立
时，只有2个客户经理，业务发展
非常迅速，正值刘扬怀二胎。她
忍着妊娠初期的反应，依然奔波
与车行和客户面签的路上。风风
火火的回来，再加班整材料。客
户经理看着平时时间非常宽松，
但却是非常繁忙的，从贷前调查
到贷中审查，直至贷后管理。不
仅要将贷款放出，还要做好贷
后，避免出现不良。因此贷前调
查尤为重要，上门考察便是贷前
的主要方式，对于一个孕妇来说

更是非常不容易。有一个博山客
户购车，刘扬自己开车将近2个
小时去客户家考察，回来时天
已黑透，她拖着疲惫地身体回
到行里继续整理材料。正是由
于这样的努力，支行消费金融
中心业务在全辖名列前茅。

如果用武警消防的一种军
械来形容她的话，“水型灭火
器”，简单，高效！

中行“军嫂”们，有个共同点
就是：她们非常爱自己的丈夫，
只要爱才能让她们甘于奉献，
忍受寂寞孤独，因为她们理解
军人的职责。而身为中行人，她
们同样肩负着社会责任和家庭
责任，干好工作，照顾好老人和
孩子就是她们的责任，这也正
是她们一直在默默为之努力
的。谁能说“军嫂”不是当今社
会上最可爱的人？

(翟海霞)

中中行行里里的的““军军嫂嫂””们们

26日，淄博市物价局印发
《关于对空调公交车实行季节
性票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确定自8月1日起，对全市
空调公交车实行季节性票价。

本报记者 马玉姝

现行公交优惠政策

将继续执行

《通知》规定，现执行1元票
价的公交线路更换为空调公交
车的，空调开放期间执行2元/
人次，非空调开放期间仍执行1
元/人次；尚未更换为空调公交
车的，仍执行1元/人次票价。

据悉，公交车空调开放时
间为夏季从6月1日至9月30日；
冬天从12月1日至次年3月31
日。其他时间仍然执行1元票
价。同时，继续执行现行的公交
优惠政策：普通IC卡享受6折优
惠；持学生卡乘车享受4折优
惠；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伤残

军人、离休干部、残疾人等持卡
免费乘车。《通知》有效期至
2021年3月31日。

据悉，7月31日晚，淄博空
调公交车的刷卡器将自动升级
为新票价的收费模式。

市民监督投诉

可拨打12345

调整后，市公交公司将制
定开启空调的使用管理规定，
在执行空调票价期间，全日开

放空调，同时掌握好车内温度，
严格遵守空调开放时间及规
定。同时加强正班正点管理和
提高驾驶员的文明服务意识，
根据线路客流变化情况，及时
增加高峰车次密度。

市物价部门要求各区县物
价部门认真督导公交运营企业
按照规定及时调整票价计费系
统、严格执行市里制定的票价
政策，并做好相关明码标价工
作。市民进行监督时，可拨打热
线：12345投诉。

灶4月下旬 淄博市物价局
启动制定空调公交车季节性票
价程序。依据《山东省政府定价
成本监审办法》规定，聘请中介
机构，对市公共汽车公司财务状
况进行测算审核。

灶6月20日 淄博召开空调
公交车实行季节性票价听证会。
在综合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的
基础上，市物价局拟定了实行季
节性票价的初步方案。

灶7月初 按照市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淄博市物价
局完成了风险评估和专家咨询
论证。

灶7月13日 市政府召开市
长办公会专门听取了汇报

灶7月23日 市政府31次常
务会专题进行了研究，同意这次
对空调公交车实行季节票价方
案，确定今年8月1日起执行。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马玉
姝) 26日，记者获悉，淄博下半
年计划新增7条公交线路，同时
增开3条晚间运行的公交线路。

新增的7条公交线路主要规
划区域是主城区东部、中部、西
部，加强衔接高铁的公交线路，
弥补马南路等路段的公交空白，
辐射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市三院
新院区等区域。

在现有6条晚间公交线路的
基础上，市公交公司计划再增开
108路、157路、222路3条晚间线
路，末班车延至冬季22：00、夏季
22：30分，方便市民前往湿地公
园喷泉广场、市委、市政府、银泰
城等地。

淄博市公共汽车公司服务
热线电话：2281011。

下下月月起起坐坐空空调调公公交交车车要要投投22元元钱钱了了
6月1日至9月30日、12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票价2元，其他时间票价1元

空调公交车调价程序 淄淄博博将将增增开开
33条条晚晚间间公公交交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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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今，淄博新能源公交车达1400余辆，居全省前列

国国家家级级技技术术中中心心为为市市民民安安全全出出行行护护航航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李
洋 通讯员 邢善伟) 26日
上午，淄博市公共汽车公司国
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山东实训分中心)
签约揭牌仪式正式举行。记者
获悉，该中心的成立有利于提
高淄博公交系统新能源客车驾
驶维修人员技术水平，更为市
民安全出行提供了有利保障。

据介绍，国家电动客车电
控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
经国家科学技术部批准，依托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组

建而成的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
领域内首家工程中心。山东实
训分中心是国家电动客车电控
与安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立
的全国首家分中心。

国家电动客车电控与安全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果推广室
主任胡俊杰说，淄博在新能源
客车推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淄博新能源客车保有量
已在全省位居前列。中心将承
担区域内用户的技术培训，培
养专业技术研究和服务人才。

市公共汽车公司总工程

师纪洪斌介绍，2015年至今，
淄博已拥有700多辆电动公交
车和700多辆混合新能源公交
车，总计1400余辆。“中心落户
在淄博，一方面是对淄博市公
共汽车公司在电动客车的应
用管理方面给予认可，另外也
能提高公司150多名维保人
员、2000多名驾驶员的专业技
术。中心成立，将有利于淄博
公交进一步加强新能源客车
技术学习与交流，加强技术人
才培养，推进公交职工培训工
作规范化。

淄淄博博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累累计计缴缴存存总总额额超超440000亿亿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罗
静) 26日，记者从淄博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截至6月
底，全市当年新增缴存人数
23947人，归集住房公积金31 . 58
亿元，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总额
达到411亿元。

据悉，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纳
入“十个率先突破”考核的导向
作用，调动区县政府抓归集扩面
的积极性。同时，对全市应建未
建、应缴未缴企业进行拉网式排
查，摸清机关事业单位合同制、
劳务派遣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
情况，确定归集扩面重点。

本报讯 26日，“王三虎经
方抗癌淄博工作站成立仪式”暨
中医肿瘤学术研讨会在淄博齐
盛国际宾馆举行。此次活动由市
卫计委、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中
医药学会主办。

王三虎经方抗癌淄博工作
站是以名中医王三虎教授实质
性参与，淄矿集团中心医院和淄

博市第四医院为建设主体、全市
中医药界广泛参与的经方抗癌
传承平台。下一步，工作站将从
经方抗癌学术经验交流推广、培
养中医药专业人才、专科专病建
设、科学研究四个方面，立项开
展中医药科学研究，探索理论创
新和技术创新，为健康淄博建设
做出贡献。 (刘小芸 戴彬)

王王三三虎虎经经方方抗抗癌癌淄淄博博工工作作站站成成立立

淄博已拥有电动公交车700多辆。（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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