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 ）10 月 29
日上午，西宁市城北区马坊街道办事
处盐庄社区会议室里充满浓浓温情，
本报携手青海地方铁路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海省铁投公
司），为盐庄社区好人、贫困家庭和残
疾人家庭订阅了 2016 年全年的 《西
海都市报》， 这是青海省铁投公司第
二次参与本报 “好人好报” 公益活
动。

今年 48 岁的杨武是居民口中的
好人，此次活动中，青海省铁投公司
为他订阅了一份 2016 年 《西海都市
报》。如果天气晴好，杨武每天都会接
院里的邻居孙老太晒太阳，太阳落山
后再把她送回家。 多年前孙老太因生
病导致双腿一直使不上劲，只能靠两
只手慢慢挪步，她每天最盼望的事情
就是去室外逛逛街、看看景、晒晒太
阳。 由于孙老太坐轮椅又住在六楼，
每天上下楼的接送对于杨武是个不
小的挑战，很费体力，但是看到孙老
太脸上挂着的笑容， 他高兴极了，邻
居们也夸赞杨武是盐庄社区的好邻
居。“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我会继

续用一颗感恩的心，来传递自己的一
份爱。 ”杨武笑着说。

四年前党建国的社区肉菜店开张
后，他就不断地帮助小区里需要帮助
的居民， 接收快递、修理电器、照看小
孩等，只要是力所能及的，党建国都
会帮助邻里。 得知爱心企业为自己订
了一份《西海都市报》，党建国开心
极了，“我很喜欢看报纸，每天闲暇
之时都会翻翻报纸，尤其爱看《西海
都市报》。 社区好人不光我一个 ，我
身边还有好多好人呢。 ”党建国说，
西海都市报刊登好人好事的报道，组
织爱心企业给好人订份报纸，可以鼓
励社区里多出好人， 对促进社区和谐
有着积极的作用。

青海省铁投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纳启财介绍， 公司是隶属青海省交
通运输厅的国有独资企业， 负责青海
省地方铁路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投
融资、建设及铁路、公路运营管理等工
作。 公司近十年来每年都组织和参与
铁路、 公路沿线的扶贫帮困和西宁市
的各种公益活动， 秉承和谐发展的思
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西海都市报‘好人好报
’ 拉近了贫困家庭和企业的距离，帮
爱看报纸的贫困家庭实现了愿望，为
我们爱心企业提供了回报社会的平
台，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纳启财说。

◎西海都市报“好人好报”公益
活动，爱心人士、爱心单位和爱心企
业订报数量上不封顶， 欢迎爱心人
士、爱心企业与我们联系，本报社区
记者将联系西宁市城北区、 城中区、
城东区、城西区四个区的社区，每个
社区选出“社区好人”以及喜爱看报
纸的贫困居民， 我们将和爱心人士、
爱心企业一同把 2016 年的 《西海都
市报》送给他们。

“好人好报”公益活动参与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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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的加速转型，
客户行为特点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 客户的金融
消费习惯正在被深刻重塑。 面对全新的客户需求
以及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 银行迫切需要加速服
务升级， 因客而变。

中国银行智能银行旗舰店正式落户青海省分
行并投入使用。 全新的功能布局,在设计和装修上
颠覆传统银行网点的做法， 多种智能化设备呈现
在旗舰店内， 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业务导览机， 只
需触屏选择即可迅速了解功能分区布局及业务办
理指引； 客户通过智能排队机取号， 等待叫号办
理业务， 期间可体验其它智能设备或咨询相关业
务。 供客户使用的智能自助终端可直接读取二代
身份证信息， 实现电子化填单， 精简了以往先填
写纸质申请表格再由柜员手工录入的繁琐流程，
大大缩短客户业务办理时长。 大厅内还有金融超
市、 互动桌面、 外币兑换机、 自助发卡机、 智能
贩售机、 金融产品二维码， 以及客户体验智能手
机、 IPAD、 PC 一体机等智能设备， 可为客户提供
全新的智能服务体验。

智能化银行最大特点在于让服务变得更智
能、 简单和快捷， 强化 “自助、 智能” 的全新客
户体验， 实现各项业务办理的全程自助化。 中国
银行始终秉承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 着力打造智
能银行， 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中国银行智能银行旗舰店
亮相青海

海选开赛在即 你准备好了吗
2015超级大乐透“金秋送豪礼”暨西海都市报社区文化节第一季第三届读者艺术团

本报讯 （记者 燕卓）10 月 31
日， 由青海省体育彩票总冠名的 2015
超级大乐透“金秋送豪礼”暨西海都
市报社区文化节第一季———第三届读
者艺术团选拔赛隆重启幕。 这也意味
着第三届读者艺术团选拔赛海选开赛
在即， 本届读者艺术团继续立足本省
地域文化， 为了让各路民间高手都有
机会登上舞台一展风采，海选第一场，
今起开始报名。

第三届读者艺术团选拔赛力求展
示本土音乐、舞蹈、曲艺，以及这一年
中的大事、喜事、感人事等，通过读者
艺术团选拔赛这一独特载体， 以各种
文艺形式去展现， 为老百姓献上一道
荟萃青海文化精华的文化大餐。 在海
选第一场中，本报读者艺术团第一届、
第二届成员， 还将以表演嘉宾的身份
为观众献上演出。

特别要强调的是， 此次读者艺术
团选拔赛涵盖内容更加广泛， 不分年
龄、性别，零门槛接受报名。内容包括：
声乐、曲艺、器乐、舞蹈、戏曲、街舞、肚
皮舞、小品等舞台表演形式，最终进入

总决赛的个人和团体， 以及获得前三
名的个人和团体将获得奖金、 奖杯及
证书。 所有入围总决赛的个人和团体

也都将获得荣誉证书，
并成为本报第三届读
者艺术团成员，而且有
机会参加 《西海都市
报》2016 年全年公益
参演资格。

海选第一场，青海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和本报还将为现场的观众送出丰厚的
奖品。 不要再犹豫了，我们等你来。

报名电话：13997128047 (可编辑
姓名 + 年龄 + 才艺发送短信)，或拨打
96369 即可报名。

读者也可以通过西海都市报手机
客户端“掌上青海”、西海都市报 QQ
邮箱(822996960@qq.com)、西海都市
报微信公众平台上传报名者姓名、年
龄、 才艺展示内容及联系方式报名参
赛。

本报讯（记者 季蓉）为扎实有效开展“在职党
员进社区”活动，以实际行动为生活困难群众办好
事、实事。 10 月 31 日，城东区泰宁社区、安泰居委会
开展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

城东区司法局在职党员与困难群众拉家常，详
细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生活情况及子女情况，询问
存在的困难问题。 本次活动，共为 4 户困难家庭送去
了米、面、食用油等慰问品，困难居民陈吉福说：“感
谢党的关怀，感谢社区、居委会和在职党员的帮助，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

本报讯 （记者 燕卓）“社区文化节
上的节目真是太好看了， 西海都市报举
办的公益活动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和喜
爱。 我们办事处想要参与这次活动，希望
能把下一场活动办到这里。 ”11 月 2 日，
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宋
昌元说。

当日，省城许多街道、社区及居民看到
社区文化节第一季隆重启幕的消息后，纷
纷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泰宁社区负责人妙
哲云说：“特别感谢都市报能把第一场活
动放在泰宁社区举办，让居民们“品尝”到
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居民们无比快乐。希
望这样的活动能经常举办， 社区会一如既
往地支持都市报！ ”

不少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认为，西海
都市报社区文化节活动的成功举办大力
弘扬了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践行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要求，践行媒体主体责任和担当。 作为
街道、社区更有责任来丰富、充实辖区群
众的文化生活。 他们希望能和都市报携手
办好社区文化节第一季———第三届读者
艺术团海选，共同为打造和谐、幸福社区
而努力。

街道、社区
为社区文化节加油

艺术团成员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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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党员进社区
真情慰问困难群众省铁投公司加入“好人好报”公益活动

·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