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众：
麻纱事就报就了，麻烦事专项解决

3月19日上午， 观沙岭街道桔洲新苑社
区桔洲新苑小区20栋居民夏爱珍来到社区，
找到当值的“书记助理” 马跃群， 反映了3
个问题。 40分钟内， 3个问题都得到圆满答
复： 坏了的路灯马上修复； 就公共设施遭破
坏一事利用社区广播站开展公德意识宣讲；
绿化调整建议立即转交社区讨论……

记者注意到， “天天书记助理” 不仅专
设办公室， 助理的职责和工作流程也一一上
墙公示。 家住桔洲新苑小区38栋居民范新荣
提起“天天书记助理”， 情不自禁竖起了大
拇指： “书记助理确实值得一夸， 麻纱事就
报就了！” 今年春节， 社区书记助理们自发
组织， 逐户登门， 拜访慰问困难户， 她便是
受益的一员。 据她介绍， 22栋的对讲门几次
损坏， 都是负责该楼栋的书记助理李桂泉自
费修复， 墙上张贴的牛皮癣很难撕掉， 李桂
泉便用硬币来刮， 他所到之处， 垃圾和乱张

贴全都不见了踪影， 墙白了， 路净了， 小区
的环境更美了。

社区居民张女士忍不住拉着记者插话
说：“何止麻纱事， 麻烦事他们也能解决。 我
就搭帮马阿姨。” 原来， 她与丈夫在河东上
班， 孩子放学无人照看， 是马阿姨解了她的
心病。 细心的马跃群发现小区临时无人照顾
的儿童特别多， 便与一些党员成立了社区临
时托管志愿服务队， 他们利用社区二楼活动
室， 为孩子们提供学习、 阅读的场地， 还安
排专人进行作业辅导和唱歌、 舞蹈、 书画等
业余培训。 从去年5月服务队成立以来， 共
组织大型的室外活动5次， 替孩子们安排室
内活动60余次， 托管人数达253人。

在马跃群办公桌上， 一本厚厚的“天天
书记助理” 值班台账格外引人注目， 记者翻
阅发现， 自2013年5月16日以来， 小至发现
白蚁， 大至孩子转学， 数百件群众诉求的事

情无一不得到解决。

书记助理：充实生活，提升自我

提起书记助理， 26岁的文璐璐脑海里即
刻浮现出初夏的一个早晨， 那是去年6月，
她首次作为书记助理值班的日子。 快下班
时， 一位老奶奶向社区求助， 希望帮助她唤
回上网成瘾的孙子， 18岁的孙子已在网吧呆
了3天3晚了。 文璐璐不但陪同腿脚不便的老
人去周边网吧寻找， 一个月时间还先后5次
登门走访， 找男孩交流， 多次电话与其父母
沟通， 在她的努力下， 孩子终于不再去网
吧， 而是在家中有节制地上网。

“原来以为社区干部无非是看看报纸喝
喝茶， 真正接触后才发现， 他们有做不完的
事！” 作为独生女， 璐璐从小到大很少做家
务事， 以往对身边的事也不热心， 书记助理

的经历， 让她感觉自己心智成熟、 看问题全
面了。 “朋友都夸奖我的变化， 说现在无论
对人还是对事， 我越来越有耐心了。” 说话
时， 文静的璐璐一脸幸福感。

当问起为何分文不取当起“无薪书记”，
55岁的马跃群拿起一叠水费单告诉记者， 她
一不打牌， 二不跳舞， 没有什么爱好， 退休
生活一度空虚无聊。 “现在我把自己当作社
区工作人员， 逐户爬楼登门收水费， 早晚去
公园护绿， 又充实， 又锻炼了身体， 何乐不
为？” 作为临时托管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
组织者， 马跃群由衷地说：“当看到孩子们因
吃上可口的食物、 看到喜爱的书籍、 拿到期
待的小玩具， 脸上所流露出欢快的笑容时，
我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满足。”

书记：充分发挥党员作用

李升， 桔洲新苑社区党支部书记， 一见
面记者便感受到她的精干利落。

她坦诚地告诉记者， 她曾经有过辞职的
念头———“社区大、 居民杂、 啰嗦事太多，
我就是三头六臂也应付不过来！” 相关会议
要参加， 有关手续得亲自跑， 居民找不到
她， 事情解决不及时， 自然抱怨多。 一句
话： 费尽心力， 讨不到好。

现在好了： “书记助理” 成为她的防护
墙， 麻纱事就报就了， 以往天天找书记， 如
今“书记” 天天在身边， 居民满意度大大提
升， 她集中精力抓大事， 谋规划， 社区的工
作自然开展得如火如荼。 为什么？ 她一言概
之： 党员找到了发挥平台， 社区工作与居民
找到了沟通平台。

据她介绍， 全社区109名党员有105人担
任了“书记助理”。 以往组织社区党员大会，
三请四催， 到会的人不到40%， 今年1月， 社
区组织党员年终总结会， 到会率95%！ 党员
参与社区工作的积极性上来了， 以一带十，
以十带百， 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2013年7月， 因不少居民经常反映漏水、
管堵现象， 社区拿出专项资金进行网管改

造。 开挖之初， 停车难、 出行不便等让一些
居民怨声四起， 甚至阻工。 书记助理和社区
工作人员一同挨家挨户做工作。 作为社区老
居民， 代表社区同时又代表居民， 书记助理
的沟通自然更能够赢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当年12月工程顺利完工， 居民们过上了一个
无堵无漏的好年， 赞口不绝的同时， 心里感
念社区的好， 此后无论绿化改造， 还是亮化
工程， 居民无不支持拥护。

“党员凝聚力加强， 工作作风更加务
实， 从而促进社区工作开展， ‘天天书记助
理’ 作为一个长期服务的载体， 避免了一阵
风的形式主义， 形成了常态机制， 我们已经
在全街推广实施。” 观沙岭街道党工委书记
江南一语中的。

据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潘绍辉介绍， 自去
年9月以来， 辖区12个社区 （村） 全部选出
了“天天书记助理”， 全街共有790名党员参
与， 书记助理们共调处纠纷98件， 帮扶群众
8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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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助理，群众身边解民忧
———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推行“天天书记助理”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周湘云 通讯员 童红宇

在观沙岭街道， 社区管理存在两大难
题： 其一， 10多年来， 处于大开发、 大拆
迁、 大建设、 大安置时期， 人户分离较为
普遍， 这给社区日常管理提出新要求； 其
二， 辖区内的金融商务区、 高端住宅区和
拆迁安置区如何 “融合发展”， 是社区工
作面对的新课题。

面对新形势、 新课题， 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班子成员迎难而上， 数次调研， 以
党建工作、 作风建设为切入点， “天天书
记助理” 工作机制应运而生———

从社区 （村） 网格直管党员,在职党
员、 流动党员、 党代表中选聘书记助理，
按照每人轮流值一天班的方式， 参与社区
党支部工作， 协助党支部书记开展走访、
接待和服务活动。 观沙岭街道 “天天书记
助理” 如今已成为岳麓区党建网格化的一
个窗口。

是作风， 更是作为
党员的生命力在于帮助群众解决问

题。
在观沙岭街道 ， 党员作为 “书记助

理”， 坐进了社区办公室： 党员作为热心
人 ， 姓名 、 电话在各楼栋挂牌张榜……
家里水管堵塞了 ， 找楼栋党员 ； 外面路
灯坏了 ， 找 “书记助理 ” ———为什么 ？
一找一个准， 事事不拖沓， 件件有回复。
“天天书记助理” 工作机制， 让党员干部
与群众面对面 ， 所有问题及时解决 ， 党
员愿意干， 群众受益多， 何乐不为？

作风与作秀 ， 一字之差 ， 却有天壤
之别 。 不能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 ， 表面文章万千 ， 这是作秀 ； 群众反
映件件落实， 处处回音， 且能形成机制，
即为作风， 更是作为！

■记者手记

“天天书记助理” 马跃群在工作中。 通讯员 摄

跨行资金如何管理？
华夏银行吹响跨行资金归集“集结号”

即便是对集团企业，华夏银行
的资金归集功能也能成为最好的
“财务管家”。

集团企业都拥有众多子公司，
而且资金分散在多家银行的中大
型集团客户。 对总部来说，财务管
理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据了解，通过“银企直联跨行资
金管理平台”或“网上银行跨行资金
管理平台”，华夏银行就能将企业在
多家银行对公账户沉淀的经营资
金归集至该行， 从而提高企业资金
使用效率与资金管控的安全性。 此
外， 该行还推出了免费的账务短信
通知服务， 每次账户资金变动都会
发短信通知卡主本人， 让客户做到
心里有数。

大到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 小到个人信用卡的还款业务， 都绕不开 “资金归集”。
据了解， 为帮助客户统一管理各家银行账户， 实现财富增值、 资金集中管理等多种需求， 华夏银行最新推出了跨行资金归集 “集结号” 系列产品， 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总计推出6款

子产品： 家庭财富集结 “多”、 小微连锁集结 “快”、 品牌连锁集结 “好”、 跨行还款集结 “省”、 跨行理财集结 “高”、 集团跨行集结 “高”。
跨行资金归集 “集结号” 系列产品的推出解决了客户跨地域、 跨银行账户集中管理的难题， 有效提高了客户的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安全性， 更因其 “免手续费、 免短信费、 实时到账”

三大特点颇受客户青睐。

省去繁杂 畅享轻松

———跨行还款集结“省”
对个人来说， 除了购买理财产

品， 平时合理安排资金支出情况，
也是一种理财。

信用卡已成为现代人时尚生活
的一部分，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看重
的正是信用卡透支消费的功能。 花
明天的钱享受当下的生活尽管非常
时髦， 但如果造成过度消费， 或者
延期还款， 不但达不到理财的目的，
反而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负担。

据了解， 客户使用网上自助预
约还款功能之后， 就能将华夏卡中
的资金在指定日期归还给其他银行
信用卡， 并且实时到账、 免收手续
费。 每个月账单到期自动还上， 不
仅避免了逾期形成不良记录， 还省
去了每个月按时跑柜台存款的烦
恼。

上班族刘明的钱分散在各家银
行的活期账户上， 平时上班比较忙，
没有时间理财。 同事小李提醒了
他———“通过华夏银行网银可以把其
他银行的资金都归集到华夏卡里，自
动转入签约的天天利、 七天利账户，
享受高于活期存款的利率。 还可以在
网上买理财产品，收益更多。 ”

从华夏银行总行电子银行部了
解到， 对资金流动要求较高或有资
金增值需求的人群或私营业主，通
过个人网银将其在他行的资金归集
至华夏银行， 可以方便购买该行的
个人网银专属理财产品， 享受较高
收益率。 尤其对于平时工作比较忙
的上班族， 可以利用晚上下班后的
时间在网上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实
现资金增值。

其实， 跨行资金归集功能
也是家庭理财的“好帮手”， 可
以实现资金在不同家庭成员之
间的调配。

据了解， 资金归集功能并
不限于同名账户之间， 市民可
以把家人的账户设置为自己的
关联账户， 这对于家庭资产的
打理也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
通过个人网银将家庭成员在他
行的资金集中归集至家庭成员
在华夏银行开立的某一个账户
上， 达到更高理财产品认购起
点， 这样就可以购买个人网银
专属理财产品， 享受更高的收
益率。 如果是贵宾客户， 还能
享受机场贵宾休息室、 高尔夫
畅打等更多的增值服务。

资金归集不仅对个人和家庭
方便， 对小微连锁企业来说， 这
项功能就更加实用了。

小微连锁企业往往门店数量
不多， 但却非常分散， 营业收入
也常常是存放在多家银行， 需要
及时回笼资金， 或是对外支付的
时候， 财务人员就得一家一家银
行去办理， 费时又费力， 效率也
不高。 若是在异地， 资金归集就
更加困难。

华夏银行的资金归集功能就
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小微企
业老板可以通过个人网银将本地
或异地连锁门店就近存入他行的
营业收入， 定时定额自动归集至
华夏银行， 便于资金快速集中、
快速周转。

对门店数量多， 营业收
入规模较大的品牌连锁企
业， 资金归集还能优化企业
的财务管理流程， 降低资金
的调拨成本。

据了解， 跨行资金归集
对品牌连锁企业来说更加方
便， 通过公司网银可以跨
100多家银行， 将本地或异
地连锁门店就近存入他行的
营业收入定时定余额 （或定
额、 定余额百分比） 自动归
集， 轻松搞定企业跨行所有
账户， 将各个账户分散的资
金调入主账户， 进行统筹安
排， 不仅节省了财务成本，
还能最大程度提高资金的利
用率。

集中理财 收益更优

———跨行理财集结“高”
全家动员 齐聚财缘

———家庭财富集结“多”
资金速转 助力成长

———小微连锁集结“快”
智能财务 尽享高效

———品牌连锁集结“好”
运筹帷幄 高效卓越

———集团跨行集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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