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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
亚莉） 随着个人中高端客户及其家
庭成员对现金管理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近期，中国建设银行从客户需求
出发，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向市场推出
了“金管家”—个人客户（家庭）现
金管理综合服务。

该服务能将客户本人及其家庭
成员名下的不同账户及不同用途的
流动性资金进行归集整合，具体包

括综合账户管理、资金归集、资金
划转、日常管家、现金增利、交易补
款、专款预留、综合账单八大功能。

该服务突破了单一账户的视图，
按照客户及其家庭的维度统一管理
短期流动资金；突破了单一产品的
限制，整合了转账、支付、理财等多
种服务手段；改变了客户自主触发的
交易模式，通过客户设定条件、系
统自动发起，节约了客户办理业务耗

费的时间。通过个人现金管理服务，
让家庭财务管理更智能、更快捷、
更方便。

建行首推个人客户（家庭）现金管理服务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严瑞娥）1月27日，郴州市
汝城县妇联主席何秀英一行慰
问走访在妇联退休的困难老
干部，送去了食用油和慰问金，
向她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慰问。

县妇联退休老干部李安

华，因 2013 年 8月11日突患
脑血管瘤破裂大出血，花费治
疗费 20万余元，2013 年 9月
23日其子患尿毒症在郴州住院，
治疗费需大笔资金，给家庭经
济带来巨大困难。何秀英鼓励
李安华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省妇联“恒爱行动”情暖孤残儿童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喻

秋霖 吴小兵）“一针一线，编织梦
想；爱心涌动，情暖寒冬。”1 月
27 日下午，省妇联主席肖百灵，
副主席卢妹香代表省妇联、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去长沙市第
二社会福利院慰问63名孤残儿童，
送去慰问金 2 万元、爱心毛衣 100
件。

“恒爱行动”是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和恒源祥集团于 2005 年在

全国范围内发起的一项公益活动，
活动通过征集爱心父母为孤残儿
童编织爱心毛衣的方式，搭建一个
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公益帮扶平
台，在全社会倡导扶贫济困的良好
社会风尚。

据悉，2005 年“恒爱行 动”
落户湖南以来，我省各级妇联招募
爱心父母为孤残儿童编织爱心毛
衣，并开展一系列的针对关爱孤残
儿童的慈善活动。目前已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的 70 多个县市区，省妇
联共招募万余名爱心人士，为孤残
儿童编织爱心毛衣 1.5万件。

2014 年 1 月16日，湖南省妇
联启动年度湖南省“恒爱行动”，
并在长沙万婴凯恩藏珑幼儿园举
行爱心毛衣交接仪式。全省范围
内招募的 1000 名爱心父母编织的
1000 多件爱心毛衣将于春节前送
到孤残儿童手中。

省妇联领导看望慰问全国道德模范许月华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记者 喻

秋霖 吴小兵 ) “我们代表湖南的
姐妹们来看看您！”1 月 27 日，
省妇联主席肖百灵、副主席贺建
湘一行前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看望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道德模范、“板凳妈妈”许月华，
并送去 1 万元的慰问金。

据院方介绍，许月华不久前
被查出患有肺部肿瘤，被送往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治疗。院方成
立了专门医疗专家小组对许月华
的病情进行会诊，并于 1 月 23 日
上午对许月华进行了手术治疗。
目前，许月华病情稳定，精神状
态良好。据悉，许月华将在 1 月

29 日出院回湘潭进行后续治疗。
肖百灵了解了许月华的病情后，

向医院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救治情
况。看到许月华身体恢复得很好，
感到十分欣慰。肖百灵赞扬了许月
华胸怀大爱、坚强无私的高尚精神，
感谢她为社会展现正能量，并鼓
励她安心养病、早日康复。

红网长沙 1 月 27 日讯（记者 
李慧芳）站在长沙湘江猴子石大桥
上远望，整个长沙城几乎全被大
雾笼罩，市民吐槽：“甚至空气中
都能闻到有股灰霾的味道。”1月
27日上午，湖南省常德、湘潭、株
洲、长沙、怀化、郴州、娄底、邵
阳、永州等多个城市先后发布霾黄
色预警信号，这些区域范围内均出
现了重度霾，形成严重空气污染，
能见度低。

截止记者发稿时，湖南省已
有 64 地被雾包裹，其中浏阳市

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小于 50 米
的雾，能见度较低。霾黄色预警
提示，在未来的 24 小时内，这
些区域还将出现下列条件之一并
将持续，或实况已达到下列条件
之一并可能持续：能见度小于
3000 米且相对湿度小于 80% 的
霾；能见度小于 3000 米且相对
湿度大于等于 80%，PM2.5 浓度
大于 115 微克 / 立方米且小于等
于 150 微克 / 立方米；能见度小
于 5000 米，PM2.5 浓度大于 150
微克 / 立方米且小于等于 250 微

克 / 立方米。
受大雾影响，浏醴中队、醴

茶中队辖区收费站全线管制只出不
进，长永高速至永安能见度仅 50
米左右。而鉴于目前正处于春运时
期，不少在外工作人员均乘车或自
驾回家过年，湖南省高速警察提醒
驾驶人员需要注意防范霾带来的
安全隐患，小心驾驶。同时，湖南
省气象台表示，因空气质量明显降
低，人员需作适当空气质量防护；
呼吸道疾病患者尽量减少外出，外
出时可戴上口罩。

湖南多个城市发布霾黄色预警 

■妇联星空

湘西自治州：州领导走访困难家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

员 澎淑平）近日，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向清平率州
总工会等部门组成的慰问组，
深入湘西经济开发区走访慰问
田茂菊等困难群众，为困难群
众送去新春祝福。开发区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向顺荣，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陈文君，
联合工会主席、吉凤街道党工
委书记彭南枝，以及开发区相
关部门负责人陪同。

向清平首先来到华慧服
饰公司看望其企业困难职工。
随后，她又来到木林坪社区田
儒伟等几户因病致贫的家中。

湘西州 : 情系单亲母亲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杨梅）1 月 24 日，湘西州
妇联深入吉首竹园、镇溪等社
区走访慰问州属企业特困、单
亲女职工。

在州水泥制品厂下岗职
工周铃家里，州妇联主席邓建
英详细询问情况并给她送去了
慰问金，当了解到她因父亲身
患重病、独自抚养孩子，生活

很困难时，鼓励她一定要坚强
地生活下去，州妇联将更加关
注并认真研究特贫单亲家庭母
亲的生存问题，给她们多解决
实际问题。

州妇联负责同志还来到
吉首胡麻井社区、石家冲社区、
峒河社区等单位，走访看望下
岗困难女工家庭。当天共慰问
特困、单亲母亲 20 户。

南岳区：慰问 57 户困难家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

员 雷芙蓉）“谢谢阿姨，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1 月 22 日，
在衡阳市南岳区行政大院三楼
大会议室妇联、道教协会集中
慰问困难妇女儿童活动的现
场，留守儿童小江华拿到慰问
金时，清脆的童音里写满希望。
此次活动共发放由道教协会
筹集的慰问金 3 万元，帮扶困

难家庭 57 户。区政府副区长、
区妇儿工委主任崔秀兰，区政
府副调研员李潮波，区政协副
主席、道教协会会长黄至安出
席集中慰问活动。

据了解，区妇联长期以
来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帮扶困难
家庭，重点资助“春蕾女童”，
开展“春蕾计划”，在社会上
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导向。

古丈县 ：“暖冬行动”暖人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娴副莲）“将温暖送至贫困
农村！”1月26日，湘西古丈
县“爱心妈妈”小分队又将鲜
红的队旗插在了该县古阳镇高
坳村的大地上。入冬以来，古
丈县妇联向全县妇联系统下发
了“暖冬行动”倡议书，组织

10 余名“爱心妈妈”走村串寨
看望贫困妇女和留守儿童。截
止目前，共收到爱心棉衣 300
余件，有崭新的，衣服上还挂
着标签；有穿后特意清洗过的，
留着余香。1月24日，捐赠物
资集中运抵岩头寨镇蒿根村、
古阳镇高坳村等贫困山村。

娄星区：看望特困女党员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吴湘枝）1 月 23 日，娄底
市娄星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唐兰芳带领区妇联群众工作组
一行人到乐坪、万宝建整扶贫
村东方红村、花山、茶园等地，
慰问患重病妇女儿童、困难家
庭、特困女党员 20 户，为她
们送去了 12000 元的慰问金和
毛衣等物质。

茶园镇下洲村一杨姓 4
岁男孩 2013 年在湘雅医院检
查出患白血病，后在南方医院
进行骨髓移植，治疗先后花费
80 多万元，他家负债近 80 万
元。唐兰芳一行来到他家时，
男孩刚去世两天，全家正陷于
悲恸之中。唐兰芳叮嘱随行的
乡镇、村干部要多为他家排忧
解难。

新宁县：开展系列春节慰问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郑雪梅）1 月 23 日，为进
一步深化“为民务实转作风，
勤廉办事树形象”作风建设暨

“三联三送”作风建设主题活
动，密切干群关系，邵阳市新
宁县妇联主席邓飞云一行 3 人
深入到清江桥乡水口村，先后
走访慰问了 7 名特困群众。

新宁县妇联借助乡镇妇
联组织，对新宁县 18 个乡镇
的孤残儿童、留守儿童、特困
妇女、老妇女工作者进行了摸
底。县妇联此次系列慰问活动，
共慰问退休妇联干部、孤残儿
童、留守儿童、老妇女工作者、
特困群众 90 名，送去慰问金
共计 27000 元。

汝城县：走访困难老干部

1 月 27 日，在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里，省妇联主席肖百灵（后排右四）、副主席卢妹香（后排右三）、长沙市妇联
主席谭慧慧（后排右二）看望了孤寡老人。（更多精彩图片请登录凤网：http://www.fengone.com）

摄影：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