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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为工行的发展贡献力量
——记工行镇江中山支行理财经理徐霁

突出营销效果 勇于责任担当
她说，作为一名理财经理，营销

就是她的天职。面对艰巨的营销任
务，她主动肩负起网点绝大部分份
额。为了冲刺今年保险业务的开门
红，自发的使命感让她每天紧锣密鼓
地筛选目标客户，逐一电话邀约即将
兑付保费的客户，介绍保险产品的一
些特定的优势，耐心引导和转化一贯
倾心于定期存款和国债的保守客
户。她的用心努力换来的是满满的
成果。如，工银安盛财富优享两全保
险单笔100万元。还有一次对她来说
意义非凡的营销经历，是她一直坚持
营销鑫如意传承性寿险的一位目标
客户，从最初客户的不接受到改变单
一的理财理念，重新认识保险产品，

最终认可并购买期交保险，靠的是她
执着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带病坚持工作 忘我敬业奉献
一天，徐霁突然出现面部神经麻

痹，左脸不适嘴角歪斜、头部疼痛等
症状，医生告知因疲劳加受凉所致，
建议安心休养。单位领导和同事都
劝她以身体为重，在家休息，安心养
病。但考虑到银行正处于旺季时期，
她主动放弃了休息，说上班时戴着口
罩注意点就行。当同事问她带病坚
持工作的动力是什么时，她的回答
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从面部
不适至今依然坚持奋战的一线营销
岗位，她用行动彰显着党员的模范标
兵形象，在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

着。2018年以来，徐霁累计营销保本
理财1334万元、中长期理财65万元、
大额存单200万元、保险296.33万元、
信用卡121张、极致单品12件等。对
于这样不错的成绩，徐霁并不满足，
她认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
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我会
继续努力下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提高服务品质 践行雷锋精神
徐霁作为中山支行青年员工之

一，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热心真诚的
她总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最大化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
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践行雷锋精神。
工作之余，她经常主动参加各类金融
知识宣传活动，如反假币、反洗钱、反

非法集资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金融知
识普及活动；积极参加学雷锋志愿者
活动，如爱心捐款、到特教中心献爱心
等。她说，不断宣扬和践行雷锋精神
可以增强工行员工的合作意识与工作
积极性，能够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她
爱工行这个大家庭，坚持用行动为工
行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杨丙丽 王双平 张凤春）

徐霁，工行镇江中山支行的一名理财经理。她于
2010年进入镇江工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踏入工作岗
位的她总能以身作则，积极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身
边人。她始终保持着执着地追求、热情的服务和强烈的责
任心。 ⑥

“现在没事就坐605路到市区
转转，到各个公园玩玩。”4月中旬，
镇江至下蜀的605路公交开通。
近两个月以来，家住下蜀临港佳园
的叶大爷已经坐公交车到市区来
了十几次，比此前一年的次数还
多。他说，公交车通到家门口，就
是方便，端午小长假，无锡的亲戚
要来，到时候带他们坐公交到市区
转转，省得孩子来回开车了。

605路的开通，满足了辖区
企业和群众的出行，有效加强了
镇江西部片区和下蜀镇的联
系。而开通全市首条沿江公交
线路，对江天公交来说，同样是
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2012年
市公共交通格局调整，部分原江
天集团运行的农公线（城市到市
辖农村班线）整体改由公交运
营，而跨区班线则由江天集团进
行公交化改造，着力推进城乡一
体化进程，江天公交应运而生。

江天集团副总经理蒋振海
介绍，作为国家道路旅客运输一
级企业，江天集团有着 60年道
路旅客运输的积淀，但对于公交
而言，却是全新的尝试。公交格
局调整之初，江天公交仅有两条
线路五辆公交车，运行小衣庄的
601 路和沿 312 国道至下蜀的
602路，2014年增设 603路至桥
头的公交班线，但因为诸多因素
限制，下蜀和桥头各自仅有一辆
公交车运行，每天两班，远远不
能满足两地居民需求。

随着镇江西沿开发区发展
走上“快车道”，一批企业落户开
发区，企业员工及周边居民出行
需求愈发显得迫切。了解情况
后，江天公交的工作人员做了大
量的实地走访、线路勘探、调研
座谈等。在一次企业座谈会上，
当下蜀镇临港产业园企业出行
难的诉求被获悉后，交通部门立

即着手制定解决方案。因为有
了已经完成了前期走访和勘探，
江天公交仅用 5个工作日就完
成了新辟公交线路报批、车辆置
备、人员安排、站点设置等一系
列工作，确保了 605路公交在 4
月18日顺利开通。

一条条跨区毗邻公交的开
通，延伸了辖市区与城区的道
路，居民出行更方便的同时，也
更加促进区域经济的交流。据
悉，今年内，江天公交还将开通
扬中至大路的毗邻公交线路。

“在开通 605 路的同时，我
们还对镇江至桥头的 602路进
行了优化调整，增发至每天四
班，极大缓解了沿途出行难问
题。”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经理
宋业荣介绍。“尽管如此，乘客日
益增多，目前的班次还是难以满
足市民出行需求”。宋业荣表
示，605 路平均每天每辆车有

420人次乘坐，周末人数更多，
每辆车的上座率超过80%，而连
接句容边城监狱和驻镇某部队
的拥军线 601路也亟待增班增
车，目前打算将601路从原本的
4辆车增至 6辆车，每天 15班增
至24班，“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争取在8月前完成
增班增车。”

“全市共有 3个公交公司，
包括市公交总公司和新区公交
公司，江天公交规模不算大，却
担负着毗邻交通极其重要的作
用。”市客管处副处长李勇介绍，
目前全市共有136条公交线路，
公交出行分担率达到 24.3%，基
本实现城乡全覆盖。江天公交
将城乡客运班线进行公交化改
造，提高公共交通服务均等化程
度，是惠民工程，为辖市区居民
便捷出行和将来宁镇扬一体化
交通格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城乡连通 区域对接 惠企惠民

“毗邻公交”跨区打通“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曾海蓉 本报通讯员 沈旸

在第 47 个世界环境
日暨中国第4个环境日宣
导期间，新区丁卯街道丁
卯社区携手恩坦华汽车零
部件（镇江）有限公司，昨
天下午一起走进丁卯小
学，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妙
趣横生的“校园环保知识”
课。宣导小组成员用生动
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向
孩子们普及环保知识，鼓
励他们争当环保小卫士。

马镇丹 张健 李悦
摄影报道

我市推进流通环节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

本报讯 昨天下午，全市流通环节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工作培训会召
开，各辖市区食药监系统负责人、全市
各大商超代表等参与培训。

食品安全电子追溯系统建设已被
省政府列为2018年重点工作之一，计
划今年在全省范围内累计推进 2200
家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食品安全电
子追溯系统，其中食品生产主体达到
1650家，食品流通主体达到300家，食
品餐饮主体达到270家。

在食品生产环节上，各设区市新
增 20家以上企业纳入食品安全电子
追溯系统。实现乳制品、白酒、食品添
加剂三类企业主导产品全覆盖，食用
植物油生产企业覆盖率达到 60％、肉
制品生产企业覆盖率达到50%。在食
品流通环节上，继续推进预包装食品
追溯工作，各设区市食药监部门应在
去年试点的基础上，围绕乳制品、白酒
等重点品种，再新增15家以上具有一
定基础的食品销售主体纳入食品安全
电子追溯系统，督促试点企业落实追
溯管理责任，完善食品进销存数据管
理，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数据对接，逐
步实现试点品种全程可追溯。在食品
餐饮环节上，完善与食品安全追溯系
统上游环节的衔接机制，确保上下游
环节追溯数据无缝对接，基本实现餐
饮服务追溯信息、上游环节信息的互
联互通。

此次培训，旨在指导帮扶食品经营
企业参与到流通环节食品安全追溯系
统建设中来，不断规范食品经营行为，
以点带面，逐步扩大追溯系统建设覆盖
面，实现食品全程可追溯。

（胡冰心 唐亦飞）

昨天，市公安局在全市出动 800
余名警力，设立72个“禁赌宣传点”开
展禁赌宣传活动，并联合市综治和工
商、文化等部门在镇江市新宇固废处
置有限公司集中销毁赌博机750台，
有效打击了利用游戏机进行赌博这
一顽症，还社会一个平安和谐的环
境。 马镇丹 尹鸣 蒋艳 摄影报道

社区与企业
走进校园
讲环保

女童天天（化名）刚满5岁，
近日，妈妈在给她洗澡时，发现
天天的乳房竟已有小的隆起，随
即带她前往市江大附院就诊。
通过询问病史，医生得知家长连
着给孩子吃了半个月的蜂蜜，确
定蜂蜜是导致孩子性早熟的“元
凶”。果然，停止食用蜂蜜1个月
后，天天身体恢复了正常。专家
表示，性早熟、肥胖、矮小并列为
孩子成长路上的三道大“坎”，尤
其是性早熟，对孩子的心理及身
高影响重大。

儿童性早熟发病率上升趋
势明显

什么是性早熟？所谓性早
熟，一般是指女孩在8周岁前第
二性征发育或10周岁前月经来

潮，男孩在9周岁前第二性征发
育。儿童性早熟的发生率大约
为 0.6%，其中女性多于男性。
性早熟是目前儿童矮小的主要
原因之一，有数据统计，儿童的
身高问题，有三分之一是由性
早熟引起的。

市江大附院儿科专家王锁
英主任医师介绍，性早熟患儿
的性激素会提前分泌，生长速
率高于同龄人，在初期，个头长
得很快，但骨龄也比实际年龄
高，并且骨骺提前闭合，造成生
长发育期提前结束。等到同龄
孩子开始长个时，这些孩子早
早就停止了生长发育，成年后
个头会明显矮于他人。

近年来，儿童性早熟的发病
率上升趋势明显，但家长的“不

在意”往往让孩子错过了治疗时
机。王医生介绍，夏季是性早熟
就诊的一个小高峰，由于孩子洗
澡频率增加，家长往往能发现孩
子身体的异常，上周的专家门诊
中，她一下午就看了4个性早熟
的孩子，其中最小的只有4岁。

“吃太好”为性早熟提供
“温床”

随着生活水平的显著提
高，全家人都想着法子给孩子
进补。然而大补特补常常造成
营养过剩，导致肥胖等诸多问
题，为性早熟提供“温床”。

“我在门诊经常遇到一些
这样的孩子，都是老年人在带，
他们把自己吃的红枣桂圆、虫
草、牛 初 乳 等 补 品 也 给 孩 子

吃。”王医生说，蜂蜜、蜂王浆、
胎盘等补品中都含有很高的雌
激素，极易造成性早熟。此外，
大鱼大肉也易造成肥胖，而肥
胖是性早熟的主要病因之一，

“还有过一个二胎妈妈，因为母
乳比较多，想着不能浪费，就给
7岁的大宝喝，而母乳中过多的
雌激素对于大孩子而言已然超
量，最终导致孩子性早熟。”

食品安全也是性早熟发病
的一个诱因。王医生在门诊上
还碰到过一个 5岁多的孩子是
特发性性早熟，孩子连吃了很
多天的虾。而虾在养殖过程中
可能被不法商贩添加了农药或
其他药物，半个月后，孩子乳房
就开始明显发育了。

王医生提醒，儿童要杜绝高
脂、高热量的饮食习惯，不要经
常吃洋快餐，不吃反季节蔬果，
不吃不健康的肉类，不吃大量的
豆制品。10岁以内的儿童尤其
是女童尽量不要食用蜂蜜，2岁
以后不要吃过多的保健品。

5岁女童乳房发育，蜂蜜成元凶
专家：性早熟是孩子成长路上三大“坎”之一

孙卉 王露 社区组织企业
开展消防演练培训

本报讯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内企业的消防应
急能力，强化消防技能，日前，镇江
高新区蒋乔街道九华山庄社区，邀
请专业消防人员，组织辖区内企业
进行消防演练培训，并实地进行消
防演练。

消防专业人士以火灾事件为例，
讲解了突发火灾的逃生方法，灭火器、
灭火毯等消防器具的使用方法，要求
大家熟练掌握“会检查消除消防隐患、
会扑救初起火情、会组织人员疏散逃
生、搞好日常宣传培训”四个能力。消
防演练现场，消防专业人士现场示范
使用灭火器灭火，并组织企业工作人
员轮番体验灭火过程。（乔炜 姜萍）

红旗小学举办10岁“成长礼”
本报讯《礼记·礼曲》曰：“人生

十年曰幼，学。”十岁是人生中的第一
个十年，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里程
碑。日前，市红旗小学三（5）班的学
生们在御珑湖东大门隆重举行了十
岁“成长礼”。

现场，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礼
拜师长、诵读论语经典，并礼谢父母，
在欢乐的氛围中进行才艺表演，与父
母亲密互动。礼仪完成的最后，学生
们许下自己的十岁生日愿望，树立人
生的美好理想。 （王蓓蓓）

航道部门启动
“便捷过闸”对接演练
实现过闸全流程“不上岸”

本报讯 昨天，市航道管理处协
同市地方海事部门正式启动为期三
天的“谏壁船闸便捷过闸”对接演
练。在此期间被选中的过闸船舶，将
实现谏壁船闸船舶过闸全流程“不上
岸”的历史性突破。

以前过闸，船民要先在远调停
泊区系缆停船，之后从爬梯上岸，带
着船簿到海事趸船和船闸远调站办
理管制检查、登记、缴费手续。随后
坐在大厅里等调度队列分配的通
知，等到叫到自己的船号再拿簿子
跑回船上，将船开到待闸区准备过
闸；遇到等待时间长的情形，船民情
绪更加焦虑。

如今，船主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只要完成江苏航道“便捷过闸”
APP和地方海事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和
安装，在船舶报到识别区通过手机即
可依次办理船舶过闸登记、海事前置
审核和接收调度指令过闸，就可以实
现过闸全程“不上岸”，大大方便船
民。 （徐喆 曾海蓉）

昨天，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二
院）海燕志愿服务队的青年志愿者在
医院百草园内采摘艾草，并整理成束，
送到各个病房，送到患者身边，送去健
康的祝福。 王呈 刘园园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