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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都农商银行!

三大措施备战节日高峰
!"#$

年元旦已过" 春节悄然向我们走来# 为更好地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缓解节日客户高峰"

解决好百姓最直接的问题" 尧都农商银行采取三大措施

备战节日高峰" 提高柜台工作效率#

一是增设 $机动% 柜台& 要求全行所有营业网点"

按照每日客户流量趋势" 在客户业务办理高峰期增加

$机动% 柜台" 并临时抽调其他人员开办相关业务" 达

到增柜减压的效果&

二是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 根据每日各时段客流变

化情况" 合理安排人员上岗" 在高峰期保证有足够的工

作人员为客户服务&

三是大堂经理合理分流" 提供预办理服务& 要求大

堂经理' 导储人员履行好分流客户的职责" 在向客户提

示使用
%&'

存取款提升自助交易量的同时" 将客户办

理业务所需填写的单据和相关证件预备齐全" 减轻柜台

压力" 缩短业务办理时间#

通过以上措施" 尧都农商行提高了柜台业务人员操

作速度" 使客户在办理业务上大大缩短了时间" 缓解了

节日期间柜台压力" 受到客户的好评# !刁杰平"

尧都农商银行!

指尖上的舞蹈
尧都农商银行永兴支行地处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建

设路北口" 周边有临汾市
()*

副食批发市场' 美丽家园

副食批发市场和
##)

公交汽车公司# 这些批发市场的商

户每天送完货后都会积累大量零钞" 公交公司每天有着

大量一元零钞# 在这种环境下" 尧都农商行员工用自己

每天舞动在零钞上的手指" 为这些在某些人眼里看来是

(麻烦% 的客户提供服务" 努力兑现尧都农商银行是 (老

百姓自己的银行% 的承诺&

清点零钞非常耗费人力与时间"尤其是个体商户随时

会拿来几万元零钞" 网点不一定能当场及时抽调人手"这

就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客户的正常业务"造成其他客户的不

理解甚至抱怨& 为此"尧都农商行永兴支行积极开通小面

额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凡遇兑换零钞业务的"大堂经

理会都会引导其进入绿色通道并安抚其他客户&

日复一日" 尧都农商行员工们始终传承着尧都信合

(

(+),-

% 工作作风" 舞动着零钞上的指尖" 他们每周上

缴的残损币都在
(.

万元以上" 他们用无怨无悔的奉献精

神为周边市场商户服务 " 全力打造着百姓 (自己的银

行%" 跳出了一曲别具一格的舞蹈& !王国杰"

江德华：追求“公正”不嫌单调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独龙

族人 " 当了将近
(.

年的检察

官& 我觉得 (最美检察官% 不

仅体现在实实在在的为人处事

中" 更应该是公正执法' 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代言人&

作为一名检察官" 我追求

的只有 (公正% 两个字" 从不

嫌单调重复的检察工作& 再苦

再累也要办好案子" 让犯罪分

子得到应有的惩治" 让被害人

和他们的亲属得到宽慰" 让老

百姓感觉到安全" 感受到公正&

我干检察工作 " 目的很简

单" 那就是打击犯罪' 保护群

众& 几十年来" 我秉公办案" 特

别注意案结事了和以案释法" 力

争做到 (处理一个' 教育一片%&

#**.

年" 我办理独龙江第

一起非法狩猎案件时" 做了大

量的宣传教育工作" 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 "

!(

年来整个独龙

江再没有发生过非法狩猎的

情况&

"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

县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许航：要对得起群众的这份信任
作为(最美检察官%"除了要

有高尚的品格'奉献的精神和忘

我的情怀"还应当有对人民群众

的责任"对公平的坚守&

,

年公诉"我大大小小办了

$..

余件案子 &这些案件 "让我

对公诉人有了真正的了解"懂得

了公平正义在人民群众心中的

重量&

!.#!

年上半年"我承办了

一起引起群体上访的职务侵占'

诈骗案" 该案历经三次延长'两

次退查"案情相当复杂&当时我

已怀孕"拖着沉重的肚子到处奔

波取证&后来"法院全部采纳了

起诉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十六年& 案发单位资金获得追

偿"恢复了正常生产"单位领导

拿着锦旗来检察院感谢& 那一

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很多&

它们使我认识到肩上担子的分

量&群众将自己的权益'甚至是

命运"都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对

得起这份信任&

"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

公诉科副科长

王家强：通过办案赢得群众拥护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

的价值追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

特征&职务犯罪案件是群众最为

关心的&作为反贪干警"必须树

立严格依法办案'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强化证

据意识'程序意识'人权意识"自

觉接受监督意识"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公正文明执法"严守防止

冤假错案底线&通过强化法律监

督"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

施"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

义"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和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要顺应人民群众对权益保

障的新期待"坚持把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放在首位"积极查办群众

反映强烈的案件&要更加注重关

注和保障民生" 把群众路线'群

众观点贯穿到执法办案工作之

中"不断拓展服务群众的领域和

平台" 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用

反腐倡廉的新成果和实实在在

的服务来赢得群众的拥护&

"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检察院

反贪局侦查一科科长

张秉文：为献身检察事业而骄傲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多年

来一直坚守着自己热爱的工作

岗位"获得如此殊荣"我的心情

很久不能平静&我深知"我只不

过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行着自

己应尽的职责"这份荣誉不仅仅

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在检察

战线上默默奋战的每一位干警

的肯定"这份荣誉饱含着各级领

导'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深切

关怀和殷切期望&

我曾经遭遇不幸"左腿高位

截肢"左臂功能严重受限&但割舍

不下的是我对(检察官%称呼的钟

爱" 因为只有这份工作才能把我

和百姓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年过五旬"但对检察事

业的追求和热爱仍是我奋发不

息的动力&检察事业培养'造就

了我"我为全心全意献身检察事

业而骄傲)我常想"自己残缺的

肢体'剩余的生命"就像灯捻儿

上剩下的油"与其被挥发"不如

燃烧自己"照亮周围&

"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检察

院公诉科副科长

张飚：用忠诚托起正义的天平
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干警"我

深知自己做得还不够& 我只是在

纠正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错案

中" 履行了一名检察官应该履行

的职责&此案的成功办理"是我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石河

子市检察院忠实履行检察职责'

强化法律监督所取得的成绩"也

是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全

体同志长期在监狱深入细致开展

工作'辛勤努力的结果&

身为检察官"我们是呵护公

平的使者" 自身必须要刚正&作

为肩负法律监督职能的执法者"

必须要担当起呵护公正的职能&

在评选(最美检察官%活动中"有

一位评委这样说!他们用职业的

担当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用

对法律的忠诚托起了正义的天

平&这让我时刻要求自己忠诚履

职'坚守正义'执法为民'无私奉

献" 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执法要对得起检察官这个崇高

的职业&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检察院原检察员

李海青：群众的认可让我快乐
!..$

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基

层检察院" 先后从事反渎职侵

权'案管及控申工作&作为一名

控申干警"主要工作就是与人民

群众打交道"就是把群众合理合

法的诉求解决好
/

使群众由衷感

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
/

利益得

到了有效维护
/

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对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

有以下三点认识和体会!一是坚

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用诚心赢

得群众的信任&二是坚持(服务

群众无止境%" 时刻将群众冷暖

放心头&三是坚持(化解矛盾也

是政绩%" 让群众在调解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海青工作室%成立两年多

来"我先后接访
0+""

余人"成功

调解各类涉法涉诉矛盾
0,+

件"

救助刑事被害人
!)

人"收到锦旗

!)

面" 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认

可"也使我享受到成功的快乐&

"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

控申科主任科员

颜廷民：离群众越近亲和力越强
在贪污腐败' 渎职侵权面

前"在枉法裁判'司法不公面前"

在群众利益被侵害" 与民争利'

坑农害农面前"一个检察官的忠

诚"一个检察院的忠诚"就体现

在主动担当"敢于碰硬"善于碰

硬" 以办案的成效回应群众期

待& 把公平正义送到群众身边"

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才能真

正得到提升&

关于为民" 就是要讲亲和"

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让群众感

受到的不再是生硬的面孔和冰

冷的法条"而是人性的光辉和司

法的温暖&

关于服务"就是为当事人排

忧解难" 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

特殊群体的权益"畅通人民群众

表达诉求的渠道"落实检察环节

的各项便民利民措施&把化解矛

盾'定分止争'理顺情绪融入执

法办案和服务群众的全过程&我

们离群众越近"群众就对我们越

亲"我们的亲和力就越强&

"

吉林省抚松县检察院检察长

陈永洁：发扬高原精神守护公正
我到检察机关工作已有

0-

个春秋了&

0-

年来"在被喻为(生

命禁区% 的青藏高原腹地格尔

木"我和我的战友们发扬着(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战斗%的青藏高原精神"付出着'

经历着'成长着'收获着"对检察

官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了更深切

的认识和体会&

作为一名公诉人" 多年来"

我始终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

为衡量公诉工作的标准"在办案

中做到精准把握法律要义"处理

案件不枉不纵"坚决维护群众利

益"执法为民不离不弃&

尤其是近几年"我和同志们

一起克服案多人少的实际困难"

不仅办理了整个海西州
+"1

的

刑事案件"还追诉'改变定性多

起案件"准确率为
#..1

"使人民

群众通过我们依法公正办理的

每一起案件"感受到法律的公平

与正义"也让检察工作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

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公诉

科科长

编者按
!.#$

年
#

月
#.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忠诚%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

召开了$最美检察官&座谈会'高检院机关内设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有关人员和
-

名

$最美检察官&!"最美检察官#邢庆因病未能参加$%最美检察官&刘宝奇因公殉职'会

聚一堂#展示检察风采#共叙为民情怀(座谈会上#$最美检察官&们纷纷吐露心声#他

们的事迹令人动容(

座谈会当天#$最美检察官&们还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等
#.

位网

友进行了面对面恳谈(围绕检察官的职业使命%青年检察官职业前途等话题#网友们

现场感知了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行动(

传递最美的声音
———与“最美检察官”面对面

"

网友恳谈会摘要

网友 ! 检察官如何在维护

公平正义中发挥作用*

法律监督是宪法赋予检察

机关的神圣职责 # 坚守法治底

线和职业良知是检察官最基本

的要求 #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

就不配做一名检察官(

%%%张飚

网友 ! 如何让人民群众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要更强有力地履行检察机

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 要加大查

办贪污腐败案件力度 ) 要强化

诉讼监督力度# 做到有错必纠%

有责必追 ) 要更多地关注对社

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颜廷民

在案件办理上#首先要有正

确的态度 ( 我认为案件不分大

小#细节决定成败(其次#要树立

正确的执法理念(要把疑罪从无

执法理念树立起来#这样才能从

更公正的角度审查案件(与此同

时#在理念的基础上要注重对客

观证据的审查(

%%%陈永洁

网友 ! 如何提高做群众工

作的能力*

要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对

群众要有感情 # 要多和群众见

面 %倾听他们的声音 %找准问题

所在( 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跟群众交流时#要用最质朴的语

言#把法律条文变成白话讲给他

们听( 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合

法利益#一定要帮他们解决(

%%%李海青

网友 ! 如何面对困惑和迷

茫* 如何从迷茫中走出来*

我也有过$疲劳期&#可能在

办案两三年的时候#案件类型比

较单一 # 每天就重复着机械工

作( 但其实年轻人初期是积累过

程#否则就没有厚积薄发( 在这

个过程中如果耐不住寂寞%守不

住清贫#就没有今后的成长( 前

面基础打扎实了#自然而然会培

养清晰的逻辑%缜密的思维( 所

以我们年轻人首先要端正态度#

其次要在工作中寻找到能够点

燃工作热情的方式方法 # 在工

作中找到成就感(

%%%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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