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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作为无锡地区金融系统内第一个集
齐“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巾
帼文明岗”“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五项全国荣
誉的先进集体，不断汇聚青年力量，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以学雷锋
月为契机，积极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使雷锋精神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和感召力，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无锡点亮了一抹“志愿红”，为
中国银行成立110周年的时光画卷绘入了一道“中行红”。

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减少了
流动，但也正是这次疫情让我们更加深
刻地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
性。2022年3月5日，全国第59个学雷
锋日如期而至。在春光明媚中，在久违
的艳阳高照里，蠡湖边自然成了锡城市民
沐浴阳光的好去处。群众在哪里，志愿
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当日，无锡中行分行营业部的青年志
愿者一行20人乘地铁、转公交到达目的
地，手拎垃圾袋，沿着蠡湖环湖步行道附
近林带和沿湖沙滩捡拾垃圾。一路上，志
愿者们将游客和锡城市民遗留的烟头、果

皮、纸屑、塑料袋、玻璃瓶等垃圾进行分
类收集，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将不怕
脏、不怕累的雷锋精神付诸实际行动。

清捡垃圾的同时，青年志愿者们还
不忘将文明城市建设、消费者权益保护
与志愿服务有效结合起来，向游客和锡
城市民宣传垃圾分类、低碳生活等环保
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共建
美好家园；普及反假币、防诈骗、防范非
法集资等金融知识，提高居民识别和防
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努力践行中国银行
大行责任，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贡献
中坚力量。

学雷锋精神，树环保新风

青春“志愿红”绽放“中行红”
——中国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系列活动纪实

无锡中行分行营业部始终以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
务，为服务好老龄群体，常态化开展“银
发课堂”“耄耋老人陪伴日”等志愿服务
活动，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献爱
心。经过不断的坚持与努力，无锡中行
分行营业部被评为“2021年度江苏银行
业文明规范服务适老网点”。

2022年3月8日，“三八”国际妇女
节之际，青年志愿者们走进附近的无锡
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东河花园社区、崇
宁路社区，开展了以“关爱空巢老人”为
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青年
志愿者们主动了解老人的生活状况，倾
听老人的生活经历，为空巢、独居的老人
送去慰问品和家的温暖。“谢谢你们的陪

伴，好久都没这么开心地大笑过喽。”85
岁的王奶奶激动地说。此次志愿服务活
动的有效开展提升了尊老、敬老、爱老的
社会氛围，切实增强了老年人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当日下午，无锡中行分行营业部的
青年志愿者们还与合作企业携手在无锡
中行门前广场举办了一场以“春风十里
不如你，金融知识伴你行”为主题的志愿
服务活动，为女性防疫工作者和女性朋
友们送上了“女神节”的祝福和玫瑰，为
往来众多女性市民普及金融知识，活动
现场温馨有爱、热闹非凡。青年志愿者
们当天服务女性市民超过300人次，发
放宣传资料近400份，以良好的服务礼
仪、熟练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市民的好评。

党建促服务，关爱暖人心

2022年3月12日是第44个植树节，
无锡中行分行营业部开展以“‘植’此青
绿，助力环保”为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
在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号长季春宏主任
的带领下，青年志愿者们干劲十足地前往
植树点。他们热情高涨、分工协作、配合
默契，挥锨刨土、放苗定根、回填围堰、用
脚踩实、浇水灌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一棵棵象征生机和希望的小树苗错落
有致地挺立在林间。

为确保树苗成活率，无锡中行分行营

业部还特意邀请了有植树经验的专业人
员莅临现场指导。期间，志愿者们还不时
地交流栽种树苗的小技巧，分享加强生态
保护、践行绿色低碳的心得体会，现场呈
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更吸引了
热心小学生的积极参与，得到了小朋友和
家长的赞赏。通过此次行动，青年志愿者
们用实际行动筑牢“绿水青山”生态底色，
积极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打造

“生态”引擎推动绿色锡城高质量发展贡
献中行力量。

春风和煦日，植树正当时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
意识，“3·15”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无锡
中行分行营业部广泛动员、积极推进，组
织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
宣教效果，获得了广大锡城市民的认可。

无锡中行分行营业部筑牢营业网点宣
传阵地，设立消保知识宣传专区，通过循环
播放金融产品知识、防诈骗风险等消保专
题视频，实现动态不间断警示教育，为等候
客户开展消保知识微沙龙，以互动问答等
形式增强消保知识宣传的趣味性；走进市
场贴近群众，组织金融知识宣教，向市场商
户发放宣传资料，重点就支付结算、存贷款
知识、防范金融诈骗等进行现场答疑和交
流；走进校园，开展金融知识讲座，引导学
生主动学习金融知识和法律知识，呼吁学
生树立理性消费观念、珍爱个人征信；走进
社区为老年群体开展金融消保知识宣传，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现场普及反诈拒赌、防
范非法集资、银行卡安全使用等金融知识，
为银发老人送上有温度的志愿服务。

无锡中行分行营业部青年志愿者团队

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积极
参与开展环境保护、扶贫助困、文明宣传、
社区共建等志愿服务活动；勇担社会责任，
形成动态和常态相结合、志愿服务与“保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相结合的志愿活动模式；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年均累计参加志愿服
务活动超320人次，获得了梁溪区残联等
社区街道的一致好评。无锡主流媒体多次
宣传报道了营业部的志愿服务活动，在锡
城树立了良好的中行品牌形象。

生命不息，志愿精神不止。无锡中行
分行营业部青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仍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无
锡中行分行营业部将持之以恒地将志愿
服务贯穿金融工作的始终、融入中行服务
的点滴，不断丰富志愿服务的形式，以奋
斗中行之决心、青春中行之力量、志愿中
行之服务，持续走进市场、走进企业、走进
校园、走进群众需要我们的每一个角落，
为美丽太湖之畔——无锡点缀更耀眼的

“志愿红”，为赓续中国银行百年辉煌汇聚
更闪耀的“中行红”！ （钟行）

宣传消保知识，守护金融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 记
者24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了解到，4月8日零时起，全国铁路
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据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新
图统筹考虑铁路新线投用和客货列
车开行结构调整，精准配置运力资
源。

一是优化中东部地区高铁运行
径路，丰富旅客出行选择。在充分用
好合武、合宁高铁连通湖北地区与长
三角主要城市的同时，利用即将开通
运营的黄冈至黄梅高铁的联络线功
能，进一步盘活中东部高铁网，增加
湖北前往长三角地区的高铁径路，丰

富旅客出行选择。
二是提高电煤运输能力，积极服

务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利用即将开通
运营的邢台至和顺县铁路新增能力，
增开和顺县至邢台南货物列车4列，
主要服务晋煤东运需求；优化浩吉铁
路列车开行结构，万吨重载列车由4
列增至8列，进一步提高北煤南运重
载铁路大通道运输能力；利用京沪高
铁释放出的普速铁路运能，新增瓦日
铁路至京沪普速铁路煤炭列车4列。

三是增开国际联运、海铁联运货
物列车，新增中老铁路昆明东至磨憨
跨境货物列车4列，分别增开中欧班
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4列、3列。

全国铁路下月调整运行图
增加湖北前往长三角地区高铁径路

俄罗斯总统普京23日宣布，俄
方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
时将改用卢布结算。亚洲主要买家
日本和韩国位列其中。日韩两国24
日对俄方这一要求表达关切，表示将
密切关注下一步动向。

普京宣布这一决定时说，一些西
方国家过去几周作出冻结俄罗斯资
产的非法决定，俄方向欧洲联盟成员
国、美国供应商品时再用欧元、美元
等货币结算已经毫无意义。俄方将
在最短时间内实施综合措施，首先是
向对俄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
气时改用卢布结算。

日本和韩国因追随美国对俄实
施制裁，也被俄罗斯列为不友好国
家。两国均为俄罗斯天然气主要买
家，经由位于俄东部的“萨哈林－2”
石油天然气综合开发项目和亚马尔
液化天然气项目进口液化天然气。

其中，日本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在亚洲的最大出口对象。按照普京
的说法，俄罗斯将继续按照先前所签
合同规定的数量和价格供应天然气，
变化只涉及支付货币。作为俄罗斯
天然气在亚洲的另一主要买家，韩国
也对“卢布结算令”表示关切，希望继
续从俄方进口天然气。 （新华社）

俄发布天然气“卢布结算令”

距东航坠机核心现场约十公里处发现疑似飞机残骸

事故主要撞击点基本确定

全力搜索另一个黑匣子
3月24日，搜救人员在事故核心现场继续进行搜索工作。3月

24日，藤县空难搜寻工作持续展开。搜救人员在广西梧州藤县事故
核心区继续搜寻失事飞机的另一个飞行数据记录仪（黑匣子）和相关
残骸。 （新华社发）

东航客机坠毁事故救援进入第
四天，多方加紧冒雨地毯式搜寻搜
救。现场调查进度如何、难点在
哪？发现一部黑匣子，对于寻找另
一部意味着什么？……

24 日 举 行 的“3·21”东 航
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
急处置指挥部第四场新闻发布
会，回答了大家关心的很多问
题。

不排除存储单元损坏可能性

“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事故的主
要撞击点，飞机大部分残骸集中在主
要撞击点周围半径30米左右的核心
区域内，深度从地表向下延伸至20
米左右。”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
室主任朱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据悉，截至24日16时，共搜寻
到遇难者遗物21件、飞机残骸183
份和部分遇难者遗体残骸，已移交
调查工作组。目前有关方面已找到
的主要残骸包括发动机部叶片及涡
轮残件、发动机吊架残件、左右侧水
平尾翼残件、副翼自动驾驶作动器
以及带有部分翼梢小翼的机翼残
件。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了驾驶
舱内的机组逃生绳、机组手册残片
以及部分机组证件。

记者看到，搜救现场的一片空
地上，清理出来的飞机残骸被分类
摆放在遮雨棚下，重要物证被特别
标注。一位调查人员表示：“这些飞
机残骸将由专家进行鉴定。”

朱涛介绍，当前调查人员仍在
继续开展现场勘查和重要残骸的取
证工作，为下一步查明事故原因做
好基础性工作。

黑匣子的最新情况如何？朱涛
回应说，23日发现的黑匣子最后由
飞机工程师和译码工程师共同判定
为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并于23日晚
由专人送达北京的译码实验室，数据
下载和分析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不
能排除存储单元损坏的可能性。

“根据失事飞机的构型，两部记

录器均安装在飞机后部，驾驶舱语
音记录器的发现，增加了飞行数据
记录器被找到的可能。”朱涛说，各
方将继续加大搜寻力度，全力寻找
第二部记录器。

发现疑似飞机残骸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搜
救人员在离事故核心现场约10公
里处的藤县藤州镇四旺村鸦塘组一
农田发现一个疑似飞机残骸碎片，
长度约1.3米，最宽约10厘米。

四旺村村民陈长富介绍：“21
日下午我们村里听到了像打雷一样
的声音，持续了一分多钟，有在山上
干活的人还看到起了山火。”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核心区

东面区域基本上是原始山林，植被
丰富，杂草茂密，而且山势陡峭，从
山脚到山顶高差近百米。消防救援
人员依靠铁锹铁铲，沿着一些大型
的石头、断壁一路向上开辟道路，一
边攀爬一边搜寻。

连日来，藤县地区连续降雨。
经专家评估，事故搜救现场存在小
规模山体滑坡和塌方的风险。24
日天蒙蒙亮，消防救援队伍就到达
事故区域外高速公路集结点，但直
至10点左右降雨减弱，经专业评估
具备作业条件后，才得以进入现场。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都作出了
相应安排部署，不惜一切代价全力
搜救。”“3·21”东航飞行事故国家
应急处置指挥部搜寻救援组组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周成方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不涉及“拨叉”检修问题

近日网络有传言，东航曾开展
自主维修波音 737－800“pickle
fork”（拨叉）的有关情况，还有传言
说东航压缩维修成本，猜测与事故
有关。

东航宣传部部长刘晓东表示，
本次事故中的B1791号飞机，机龄
仅6.8年，共计飞行8986架次，没有
达到机型适航指令标准中“拨叉”部
件最严格的检修标准——22600个
飞行起落。事故飞机不涉及该部件
检修问题。

关于维修成本问题，刘晓东说，
即使在疫情期间航班量减少的情况
下，东航为确保安全，维修成本也没
有降低，实际上还有所增加，2021
年 维 修 成 本 比 2019 年 上 升 了
12％，相关数据都是公开和有据可
查的。

朱涛介绍，由于航空器事故调
查是专业性和系统性极强的技术工
作，需要调查人员与技术专家以及
相关单位协同配合，才能抽丝剥茧，
理清事实。

朱涛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力
搜救以及保护现场和固定证据。在
做好现场勘查的同时，其他方面的取
证工作已经同步开展，包括封存整理
相关记录和资料，组织开展目击证人
访谈，并对收集到的各类证据资料进
行汇总和分析。有任何重大发现，将
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朱涛介绍，事件发生后，中国
民航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相关
要求，将事故信息通报了国际民航
组织及航空器设计制造国的调查
机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当前阶段工作重点仍在
搜寻救援，同时开展事故调查前期
的证据收集工作，待进入事故调查
阶段后，将按照有关规定邀请需要
参与的相关方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新华社广西梧州3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