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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其流者怀其源。”中国建设银行
青海省分行履行社会责任、关心人民安
危冷暖。9 月 6 日，建行青海省分行“劳
动者港湾”正式面向广大劳动者开放。
西宁市政府相关领导和建行青海省分行
党委书记梁世斌共同为“劳动者港湾”
揭牌。

开放当天，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省
文明办等相关单位领导及环卫工人、交通
警察等社会劳动者代表，共同见证这一爱
心服务空间开放。

惠民服务 设施真贴心

“劳动者港湾”作为建设银行普惠金
融服务的重要品牌，重点为环卫工人、出
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快递员、志愿者等
户外工作者，及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
考生等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和其他有

需求的社会公众提供便利服务，打造劳
动者的“歇脚地”“加油站”“充电桩”“暖
心窝”。社会公众只要在有“劳动者港
湾”标识的建行营业网点，都可以享受到
周到、温馨、细致的服务。

建行青海省分行按照总行最新标准，
在全省 114 个营业网点全部精心打造了

“劳动者港湾”。这里配备有卫生间、饮水
机、休息桌椅、图书、Wi-Fi、手机充电器、
点验钞机、老花镜等基础惠民服务设施，

还包括雨具、急救箱等应急使用的服务设
施，并酌情配备了轮椅、无障碍坡道等无
障碍服务设施和婴儿车、微波炉等人文关
爱服务设施。

目前，“劳动者港湾”APP 已成功上
线 ，只 要 打 开 APP 就 能 搜 索 到 附 近 网
点 。 网 点 在 哪 里 ，就 把 温 暖 服 务 带 到
哪里。

金融普惠 深挖服务内涵

金融的普惠性，不仅体现在对中小
企业金融资源的提供，更体现在对社会
各阶层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广大劳

动者根植于心的服务热忱。劳动者是历
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劳动者最光荣，
服务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事业。开放网点
服务资源，建设“劳动者港湾”，是建设银
行履行大行社会责任、创新普惠金融服
务的新实践，是配套住房租赁、普惠金
融、金融科技“三大战略”推出的服务民
生又一重大举措。

建行青海省分行党委书记梁世斌指
出，建设银行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服
务实体经济、助力民生发展、破解社会难
点痛点问题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总行

“三大战略”落实落地，以“劳动者港湾”为
载体，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金融服
务，在共建共享中谱写新时代美好生活的
新篇章。

开放共享 责任担当

港湾作为停靠栖息之所，身体得以休
息，心灵有所依托，是劳动者修整和再出
发的地方。

环卫工人代表表示：“我们的工作
是一份平凡而辛苦的工作，不管严寒酷

暑，还是风雨交加，始终坚守在工作岗
位。建行的‘劳动者港湾’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让普通劳动者有了
一个可以歇脚停靠、饭菜加热、用餐饮
水的场所。确实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
民所在，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停靠港湾，
这是既有高度、又有风度、更有温度的
服务新举措。”

一直以来，建设银行秉持“开放共享，
责任担当”的理念，有序开放网点服务资
源，促进资源社会化共享。打造“劳动者
港湾”，彰显建行“服务大众、促进民生”的
品牌形象。

在全行全面启动“劳动者港湾”建设
工作中，青海省分行通过有效组织领导、
资源保障、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强日常
管理等环节，保障每个站点建设到位、服
务到位，并将“劳动者港湾”建设情况纳入
年度考核。从细节进一步推进网点服务

资源对公众开放，彰显大行人文关怀、责
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更好地服务社会，推
动社会进步。

因爱停靠 为爱出发

“劳动者港湾”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
程，是用金融力量关爱民生、创新实践普
惠金融的务实举措，不仅解决了户外工作
者的实际问题，也为更多的企业积极践行
社会责任树立了榜样，对营造温馨友爱的
社会氛围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行青海省分行114个“劳动者港湾”面向社会开放
——打开APP就能找到附近服务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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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9 月 8 日零时，中国国家队
将在热身赛中做客面对卡塔尔国家队。
这是两队自去年 9 月 5 日的 12 强赛末轮
相遇后再次碰面，两队都在为明年的亚洲
杯积极准备。

最新一期的 FIFA 排名，国足位列世
界的第 75位，亚洲的第 7位。而卡塔尔的
世界排名仅位列第 98 位，亚洲方面仅位
列第 15位，和国足有着一定的差距。

从 1978年的亚运会开始，国足与卡塔
尔交手 18 次，取得 8 胜 5 平 5 负的成绩，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国足
和卡塔尔交手 4次，取得 2胜 1平 1负的成
绩。虽然交手战绩方面，国足处于上风，
但做客多哈的较量，国足仅在 12 强赛末
轮赢过 1次。

虽然是一支西亚球队、一支东亚球
队，但国足和卡塔尔在亚洲足坛却是不折
不扣的老冤家，世预赛的 40 强赛和 12 强
赛阶段连续碰面。里皮成为国足主帅后，
与卡塔尔的 2 次交手 1 胜 1 平保持不败，
但 12 强赛末轮交手前，卡塔尔已经提前
出局，这一次相遇对于里家军来说才是一
次真正的考验。

国足的 23人集训名单中，有 9名球员
出战了去年 12 强赛做客和卡塔尔的比
赛，除了任航和肖智之外，其余都是熟悉
的面孔。但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做客与卡
塔尔的对决，队长郑智曾染红下场，这一
次迎来了复仇的机会。而卡塔尔方面，联
手攻破国足城池的阿尔莫伊兹和阿克拉
姆·阿费夫都在此次球队的集训名单之
中。

5月底和 6月初的 2场热身赛，武磊连
入 3 球帮助国足 1 比 0 拿下缅甸、2 比 0 击
败泰国。中超赛场，武磊的状态如日中
天，19 场比赛打入 19 球，成为本土一哥。
与卡塔尔的较量，武磊依旧是里皮最为器
重的进攻球员。不过除了武磊之外，国足
的进攻端还有杨旭、郜林、于汉超和韦世
豪等好手，谁会与武磊搭档，将会成为看
点。

从热身赛面对卡塔尔开始，国足将正
式进入明年亚洲杯的备战周期。今年剩
下的热身赛，就是里皮磨合阵容，寻找到
主力 11 人的过程，要想随国足出战亚洲
杯，接下来的热身赛和中超赛场的表现就
变得极为关键。

9月8日零时将客场对阵卡塔尔队

国足盼刷卡为亚洲杯起航

近日，亚足联发起了名为“六大亚运
球星，谁将闪耀 2019阿联酋亚洲杯”的投
票预测活动。6 位在亚运会上表现出色
的球员被列入其中，中国球员韦世豪入
选。其他 5位候选人是阮光海（越南）、黄

义助（韩国）、金俞星（朝鲜）、沙姆西（阿
联酋）和阿里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

尽管在国内赛场上备受争议，但韦世豪
凭借自己在国字号球队的优异表现，票数力
压包括亚运会金靴黄义助在内的其他5人遥

遥领先。亚足联官网如此评价韦世豪：“中
国有众多的狂热球迷期待着他们的国家队
能取得优异的成绩。韦世豪，这位冉冉升起
的中场新星被中国球迷寄予厚望，他在本届
亚运会中不断进球，表现出色。”

由欧足联 55 个成员国参与的首届欧
洲国家联赛拉开序幕。这一赛事是在繁
忙的欧洲联赛间隙进行，因此包括 C罗在
内的一些球员已经公开表示，会拒绝国家
队的征召，暂时不参加此项赛事。丹麦队
更是因为球员和足协的纠纷，迫不得已派
出了低级别联赛球员出战。

世界杯结束后，各球队往往进入新老
交替的调整期。欧足联各成员足协组队出
战这项新型赛事，各支球队的认真程度也
存在差别。新科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心气很
高，主帅德尚召进参加世界杯的原班人
马。德国队在世界杯上表现得灰头土脸，
主帅勒夫这次对参赛阵容作出部分调整，
补充了萨内、彼得森、哈维茨等新鲜血液。

2016 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暂时没有
很重视这项赛事，尽管首轮比赛就对阵
2006世界杯冠军意大利队，主帅桑托斯却
没有召进当家球星 C罗，中场大将穆蒂尼
奥、马里奥、阿德里恩同样落选

意大利队无缘俄罗斯世界杯，这是主
帅曼奇尼上任后的首次大赛，他和他的球
队都表示要努力打好。不过曼奇尼近日抱
怨，很多意大利球员在意甲没有获得足够
多的比赛时间，让他在选人时遇到困难。

更奇葩的是处在 B级D组的丹麦队，
丹麦足协公布了一份由第三级别、第四级
别联赛的球员以及 5 人制足球的球员组
成的国家队名单。现在的这份丹麦队名
单里，一名球迷熟悉的球员都没有。据丹
麦媒体报道，丹麦足协和球员之间没有就
参加欧洲国家联赛的球员奖金达成一致，
这也导致丹麦国脚不满，他们集体退出了
这项赛事。

亚足联预测亚洲杯最强新星

韦世豪票数遥遥领先

新赛事有新问题

C罗“不见人影”
丹麦“面目全非”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腾讯体育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