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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建 设 美 好 生 活

2018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做出了打造“劳

动者港湾”的重大决策，这是建行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国家普惠金融战略作出的实际行动，是履践社

会责任、彰显人文关怀与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是

配套建行“三大战略”推出的服务民生又一重大举

措，鲜明诠释建行作为国有大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用金融力量解决社会痛点、建设美好

生活的情怀和担当。

建行天津市分行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全面启

动“劳动者港湾”建设落地工作，加快建设实施步

伐。按照总行方案的安排和“统一品牌、统一形

象、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研究制定本机构“劳动

者港湾”建设推进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高质量

完成了全辖“劳动者港湾”的建设。时至今日，“劳

动者港湾”已走过了3年路程，业已成为津门劳动者

的暖心驿站。

今年我三岁
——天津建行“劳动者港湾”服务项目推出三周年

“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是清帝乾隆巡
游盘山留下的诸多诗作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

盘山所在的天津市蓟州区，自古以来被称
作京津“后花园”，除盘山景区外，还有梨木台
景区、九山顶景区、翠屏湖景区等，每年都吸
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是天津市最北、最高
的唯一一个塞外深山村，被称为“塞外第一村”，
2019年7月入选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村里先后建成万亩燕
山板栗、千亩玫瑰花卉，徒步村中，随处可闻农
家院中传来的欢声笑语。村民们说，依靠发展
乡村旅游增收致富，绿水青山真的变成了金山
银山，这都要感谢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同时，
也离不开建行的金融支持。

从“农家贷”到“惠农乐”：
变的不仅是名字

2018年，天津建行针对蓟州区准入农家院
客群推出信用贷款“农家贷”。蓟州区九山顶
景区明阳农家院就是常州村第一批获得贷款
的客户之一。经过几年摸索，当地旅游经济
获得长足发展，农家院业主也纷纷挖得了“第
一桶金”。2021年，天津市政府提出发展“津
品农业”战略，受此启发，常州村农家院业主
集体研究，决定将农家院统一改造升级，建设
“精品民宿”，打造“乡村旅游精品”。这与某
家院业主王女士的想法不谋而合。可是，理
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以往“农家贷”的十
几万额度，对于打造精品民宿来说只是杯水

车薪。可是，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好不容易积
累的口碑和客源将难以为继。无奈之下，王
女士东拼西凑借遍了亲朋好友，但仍有较大
资金缺口。正当她一筹莫展时，恰逢建行天
津蓟州支行到村里开展“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支行“张富清金融服务队”成员、客
户经理杨晓静得知王女士的情况后，向其推
荐了建行天津市分行刚刚自主创新推出的
惠农金融产品——“惠农乐”。王女士听完
产品介绍，高兴地说：“建行‘惠农乐’简直
就是为我们农家院业主量身定制的，既合适
又方便，啥也别说了，现在就办！”在市分行
与支行共同努力下，仅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
贷款申报、审批流程。8 月份，流动资金贷
款顺利到账！

“有这贷款啥事都能办了，不但利息低、期
限长，还不搭人情。”王女士还清了亲友借款，成
功搭上了农家院改造升级这班车。

从为客户办业务，到为群众办实事：
变的不仅是招法

从为群众办实事中获益，王女士并非个例。
2021年，建行天津市分行党委立足“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将新金融实践与助力乡村振兴
有机结合，在全辖范围内开展“裕农·春播”行
动。分、支行联合组成47个“张富清金融服务
队”，利用周六日送金融服务下乡，深入田间地
头开展调查研究，面对面了解农民和基层单位
需求。市分行普惠金融部及相关二级分支行

在调研中，详细了解本市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现
状和面临的难题，针对农家院业主的痛点，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深入分析研究原有“农家贷”
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依托建行数字普惠金融
的优势，在贷款金额、客群准入标准、授信年限
等方面不断优化，“惠农乐”产品应运而生，从
市场调研、产品研发到实现投放仅用时两个
月，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农家院业主的追捧。
“心里想着为群众，我们的创新就有目标，

工作也更加有劲头。”市分行普惠金融部总经
理李军的话也道出了所有参与“惠农乐”产品
研发人员的心声。

（通讯员 姜岑 肖毅）

“惠”农“乐”业
——天津建行创新推出“惠农乐”助力本市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到今年 10月份，天津建行在全市范围推
行的“劳动者港湾”服务项目已创办 3周年，
目前，全市有 243 家“劳动者港湾”对户外劳
动者、社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
和帮助，特别是针对环卫工人的服务，该行
“劳动者港湾”站点已覆盖全市近 1.6 万环卫
工人工作区，成为环卫工人的“歇脚地”和
“暖心窝”。

中午时分，几名身穿橘色工作服的环
卫工人带着饭盒来到建行天津津塘村支
行，做完防疫检查进入大厅，几名工人熟
练地用微波炉加热饭菜，等候过程中，有
的工人从书架上拿起图书坐在沙发上阅
读，有的三两聚在一起聊着家常……在他
们身后的墙上，蓝色的“劳动者港湾”格外
醒目。
“我们这里的‘劳动者港湾’刚刚进行装

修升级。”该支行的负责人高健介绍。为了给
辛苦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舒适的休
息环境，他们专门在营业大厅开
辟出一块共享区域，并进行
装修改造和功能提升。
目前这里配备了防疫
消毒设施、饮水机、
微波炉、急救箱，
休息区内还有报
刊图书可供阅
读，此外，还为
户外劳动者提
供卫生间，满
足 了 一 些 长
期 户 外 工 作
者的需求。

因为该支
行周边有多个
养 老 社 区 ，很
多 老 人 常 来 银
行领取退休金，为
了给这些为国家建
设做出过贡献的退休

劳动者提供周到服务，今年，该支行又把
“助老”和“劳动者港湾”项目相结合，推
出“劳动者港湾”中的“特色港湾”。“市
分行一直倡导，让我们扩大服务范围，因
地 制 宜 打 造 有 自 己 服 务 特 色 的‘ 港
湾’。”高健说。把惠民服务传播出去，
把劳动者请到“港湾”，是他们提升改造
的目的。

坐落在天津南开区鞍山西道的建行
天津南开支行内的“劳动者港湾”，是全
市面积最大的户外劳动者爱心服务站。
该支行负责人杨培说，他们这里接待最多
的是快递小哥，一些快递员、送餐员也经
常来这里喝点水，歇歇脚。为了让更多人
知道“劳动者港湾”的服务，除了通过区
总工会对户外工作者进行宣传告知，还专
门开发了“劳动者港湾”小程序。登录小

程序，定位下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找到最近
的“劳动者港湾”所在地，方便就近前往，
非常适合物流配送工人。

本市“劳动者港湾”作为天津市分行
2018 年 8 月推出的便民惠民项目，服务功
能主要定位在为户外劳动者及其他劳动
者提供歇脚休息的场所，同时这里目前也
被打造成向社会公众提供惠民服务，为社
区特殊群体提供人性化帮扶的公益服务
场所。

目前，该行的“劳动者港湾”旗舰服务
网点，可以提供包括饮水点、休息阅读区、
便民服务区、卫生间、母婴室等近 54 种服
务资源。综合网点配置则不少于 40 种服
务资源；轻型网点配置不少于 33 种服务
资源。

作为惠民工程，截至 2021 年 8 月，建行

天津市分行所辖 256 家营业网点中“劳动者
港湾”已经开放 243 家，占比 94.92%。其中，
已开放卫生间的 156 家、具备无障碍坡道的
146 家，并且通过“港湾”服务建设还与网点
辖区内多家企事业单位进行了不同形式的
合作共建。

2020 年，建行天津南开支行同市青基会
展开合作，启动了“港湾书架”爱心公益项
目，号召热心市民和企业将闲置的书籍就
近捐赠至“港湾书架”，活动成功募集并向
甘肃省环县地区青少年捐赠书籍 15 箱，总
金额 14700 多元。

2021 年 6 月，天津市总工会、团市委、
市邮政管理局与天津建行联手推出“劳动
者港湾+青年之家”共建和“书送希望 与
爱同行”港湾书架公益项目，升级打造了
针对物流快递、外卖配送和网约车司机等

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青年之家青春
驿站”，持续接受爱心人士和企
业代表向“劳动者港湾”捐赠
的书籍和物资，帮助天
津对口援助地区募集
爱心物资。

为 交 警 送 凉
爽、协助公安部
门 宣 传 防 诈 骗
知识、为中高考
学子提供临时
休息区、组织
“ 港 湾 ”职 工
志愿者走进社
区开展公益活
动……如今的
建行“劳动者港
湾”已发展成为
一个为职工为群
众提供义务服务和
爱心帮扶的综合公
益平台。

(通讯员 张斌)

“劳动者港湾+青年之家”
成为青年人“加油站”

2018年8月3日，建行天津南开支行
营业部“劳动者港湾”揭牌，从而开始了
“劳动者港湾”的成长之旅。

“书送希望 与爱同行”
港湾书架解决了劳动者对知
识的渴望

雨中的“劳动者港湾”，环卫工人
在“港湾”内避雨，喝杯热水。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芝麻胡同》第
20、21集 牧春花对吴友
仁的态度突然变软，说为
了肚子里的孩子，同意安
安分分留在吴家做四太
太。牧春花跟三姨太也
成了好姐妹。就在当晚，
趁着吴友仁喝醉，在三姨
太帮助下，牧春花逃出吴
宅。乞丐打扮的牧春花
来到俞家，收拾包袱跟俞
老道别……

天津卫视 19:30

■《人活一张脸》第
2、3集 栾书杰去找赵爱
党，让她不要多管闲事，顺
带让赵爱党把宝武找来。
当宝武过来时，栾书杰当
着他面喝下农药自杀，所
幸被救下。双方家长在这
极不愉快的情况下见了
面。宝武去栾书杰家看
她，却吃了闭门羹，而因为
没有请假，被领导狠狠地
批评了一顿。宝武因每天
担心栾书杰的身体，导致
精神不集中在生产时出了
严重事故……

天视2套 18:25
■《湄公河大案》第

19、20集 郝部长命江海
峰必须生擒苏沃，并押回
国内审判。江海峰看着
通过杜金描述出的苏沃
的画像，深思后，决定放
杜金回家，并派人跟踪监
视。于慧对杜金的讯问
视频细致分析后，向江海
峰说明杜金在个别问题
上说谎，并判断侬兰大厦
内部藏有地下钱庄……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是一位年过
半百的老母亲，名叫董玉
莹。董大娘说，一年前自
己的女儿因患乳腺癌晚
期不治身亡，这已经让她
心力憔悴。不料，让她更
加痛心的是，她发现女儿
去世之后，女婿却将女儿
生前的照片和视频发到
了网上，做起了宣传。董
大娘认为，女儿已经去
世，却被女婿如此的进行
消费，十分愤怒。于是她
将女婿告上了法庭，要求
女婿从网络上撤下所有
有关女儿的视频，还女儿
一份安宁。

天视6套 18:00
■《哎呦妈呀》每个

节日都应该充满仪式感，
每一次亲子互动时间都
能成为最好的美育时
刻。国庆假期到了，家长
如何与孩子一起用绘画
或者手工来表达对祖国
的情感？在今天播出的
节目中，就跟您聊聊美育
里的中国。

天津少儿 21:20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芝麻胡

同（20、21）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人活一

张脸（2、3）
天视3套（104）
17:50 剧场：金婚风

雨情（30—32）19:20 剧
场：燃烧大地 (31—34)
22:15剧场:回马枪(3、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湄公河

大案（19、20）
天视5套（106）
20:20 2021 年全运

会女排决赛 天津VS江苏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 20:10 男人
世界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20:20 多派玩儿动

画《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