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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市民、业内人士齐参与

“2018中山银行业五星级网
点评选”
本周正式启动
为进一步鼓励银行创新并树立行
业典范，中山日报报业集团在 2016 中山
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网点评选
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将联手中山相关金
融主管部门再次推出“2018 中山市银行
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网点评选暨记
者、市民体验评议”活动。本周四，由记
者、市民代表、专家团组成的体验团已
经率先走进了位于中山三路的兴业银
行中山分行营业部，体验了该行全新的
软硬件服务。

（CBSS1000 3.0）》为指引，按照环境管
理、服务功能、信息管理、员工管理、服
务基础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社会
责任履行等 10 大模块、200 条标准对属
下网点进行升级改造，不断夯实服务
基础、优化服务流程、深化服务文化，
扎实推进“星级网点”创建工作，以“星
级网点”创建为契机，进一步强化服务
管理，响应金融消费者服务新需求，持
续改善服务品质和客户体验，为客户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记者 梁展宏

媒体、市民、业内人士
组团走进银行网点体验服务

各大银行网点
持续增多倒逼服务提升
随着中山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如
今中山品牌银行营业网点已达近 700
家。近年来，激烈的市场竞争让中山银
行金融服务得到了不断提升，而相比起
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网点无疑是银行
提供服务的重要载体。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山各大银行
为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顺应社会发展
趋势，提高经营效益，以《中国银行业营
业网点文明规范服务考核评价体系

作为本土主流媒体，中山日报报业
集团在过去几年先后发起了“中山首
届优质金融服务体验行”、
“2015 中山
特色金融服务体验行”、
“ 中山首届最
具创新银行网点（支行）海选”等公益
评选活动，得到了中山全市多家主流
银行的支持。相关活动更已成为和谐
中山和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之一，在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本次“2018 中山市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五星级网点评选暨记者、市民体

验评议”活动期间，本报记者将与市民
代表、中山金融界人士一起走进参评银
行网点，实地体验各具特色的星级网点
服务。现场活动将分为体验银行网点
负责人现场介绍，记者现场采访，专家
学者或金融业代表、市民体验及评议打
分，专家学者现场点评及建议三大环
节。评审团将重点从网点的服务环境、
人员、周边环境等方面重点体验银行的
综合服务水平。
主办方表示，本次评选旨在为市民
选出在文明服务方面极具影响力和示
范效应的银行网点，推动银行业服务的
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同时，通过主流
媒体群进行多媒介传播推广，希望借此
机会以推动银行业服务的规范化和标
准化建设，深度传播中山各银行网点品
牌形象。
接下来，本报将对本次评选活动期
间各大银行网点的表现进行深入报
道，而且本次评选将设置一项综合奖
（
“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网点”
）、四项
单 项 奖（
“文明规范服务星级示范网
点”、
“ 特色经营示范网点”、
“ 科技创新
示范网点”、
“ 财富管理示范网点”
）等
五大奖项。究竟这些奖项将花落谁
家？敬请市民读者关注。

怀孕女员工被“炒”，
历经一年多官司打赢了

来，我们是既搭进了精力，又亏了金钱。
但是这个结果我们还是满意的，我们就
是要讨回公道，让违法的企业付出一点
代价。
”
许女士表示，
当初怀孕期间，
公司
动用各种方式降职降薪，
“变相炒人”
，
让
人感情很受伤，
“ 我从公司创建就进去
了，
算元老级员工，
最后却落得被人变相
‘炒’，为了这口气我也要把这官司打下
去，更何况我觉得他们就是明明白白违
降薪决定，在降薪后的第一个月便向劳
法，
我很有信心能够打赢。
”
动保障局仲裁委提出了劳动仲裁。而
不过，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金鼎
后，过了几个月，在劳动合同到期后，公
光学公司目前已经提起上诉。截止到
司又拒绝和她续签合同，单方面解除了
记者发稿为止，金鼎光学方面并未对此
劳动关系。于是，她再次申请劳动仲
事作出任何回应。
裁，仲裁委裁决金鼎光学公司为非法解
对此，广东登鼎律师事务所孙律师
除劳动关系，需要赔偿许女士 5 万多元
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劳动损失。之后，金鼎公司不服裁决， 保障法》规定，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哺
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许女
乳期内，除符合法定情形外，用人单位
士应诉。直到上月底，中山市第一人民
不得变更、解除或者终止与女职工签订
法院裁决，维持仲裁结果，由金鼎光学
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也不能降低
公司向许女士支付 54000 多元赔偿金。
女职工的工资，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
而在打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官司期
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间，
许女士就加班费、
工资差额等多项内
另外，女职工因怀孕无法胜任原工作
容申请了多场劳动仲裁，
共拿回了 1 万多
的，用人单位应该根据医疗记录有关证
元赔偿。
“其实，
光律师费我们就花费了 5
明适当减轻其工作量或安排更适合的
万多元，
可以说，
所有的仲裁和官司加起
劳动岗位。
记者 李红

公司不服判决，已提起上诉
两年前，本报曾经报道过《中山元
老级女员工怀“二胎”后工资被降了一
半》
（2016 年 7 月 16 日），事件中许女士
在怀孕后被公司降职降薪，后又被解除
劳动关系，她通过劳动仲裁和司法诉讼
等多种方式向公司索赔。前日，许女士
向记者表示，历经一年多，她向公司索
赔的官司终于打赢了，法院判赔 5 万多
元。不过，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许女
士的前公司已经向法院提起上诉。
据许女士表示，2016 年 6 月，在她怀
孕后，她所在的公司广东金鼎光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对她作出降职调岗并降
薪的决定。她之前是采购部门的负责
人，在公司系统内属于 A 级，但怀孕后
被降为行政专员，为 B 级，工资也降了一
半。许女士称，她无法接受公司的降职

市发改局开展企业债券融资专题培训

拓宽我市企业融资渠道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为进一步拓
宽我市企业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近日市发展改革局组
织召开了 2018 年度企业债券融资培训
工作会议，专门就各部门、各镇区以及
各上市公司和市属企业，在开展企业
债工作中遇到的最新政策及注意事项

进行了专题讲解。我市各有关部门、
各镇区以及各上市公司和市属企业负
责人及财务负责人共 100 多人参加了
培训会。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培训活动上，
国信证券债券发行四部总监林亿平对
企业债券的基础知识与发行政策进行

了宣讲，海通证券债券融资总部周林
博士为大家阐述了发行绿色企业债的
优势和典型案例。授课结束后，各位
专家与我市各相关企业债券发行负责
人、财务负责人就企业债券发行的相
关具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市发
改局方面表示，本次培训，不仅有效提
升了相关部门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业务
知识水平，对下一步扩大企业债券融
资规模，发挥企业债券在稳增长、调结
构中的重要作用，助推我市经济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

“产业+扶贫”
雅居乐启动扶贫行动
6 月 6 日，
“雅者善助，携手乐活——雅居
乐集团对口帮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扶贫攻
坚签约仪式”在云南西双版纳举行。作为雅
居乐扶贫行动的第三站，雅居乐集团捐赠
2000 万元用于嘎洒镇脱贫攻坚工作。雅居乐
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陈卓林，雅居乐集团
副总裁兼地产集团总裁王海洋，西双版纳州
州长罗红江、
副州长许家福等出席签约仪式。
2017 年，雅居乐取得亮眼的成绩。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雅居乐及其附属公司连同
合营公司及联营公司 2017 年全年的累积预
售金额为人民币 897.06 亿元。
在这几年的发展中，雅居乐经过淬炼、
焕新，一改过往的沉稳，以更加有力的步伐
开启“地产+”的多元产业之路。雅居乐从过
去以地产为重，调整为“以地产为主，多元业
务并行”的运营模式，目前雅居乐的多元业
务已经覆盖地产、雅生活、建设、环保、教育
和房管六大业务，未来还将有其他产业发
展。今年 2 月，雅居乐旗下产业集团“雅生
活”在香港上市，成为首家红筹分拆 H 股的
物业服务企业。
在发展的过程中，
雅居乐始终不忘初心，
以热心而低调的慈善力，踏实而持续的公益
力，
在教育、
助学、
赈灾扶贫、
医疗及关怀员工
等多个范畴持续投入。截至目前，雅居乐各
类慈善公益捐款已经累计超过 15 亿元。
雅居乐此次对嘎洒镇的定点帮扶，是近
日来雅居乐在云南的第三个产业扶贫项
目。本月 4 日、5 日，雅居乐为助力保山市和
腾冲市脱贫攻坚工作，分别捐赠 2000 万元，
专项用于与脱贫攻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发
展等投入。据了解，沙药村为嘎洒镇四大贫
困村之一。雅居乐将通过危房改造、村内基
础设施建设、村寨人居环境提升及扶持产业
发展等方面进行扶贫。
面对 2020 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目标，
雅居乐结合自身优势，秉承“以人为本”的理
念，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特色扶贫项目，提升
当地教育水平、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为当
地人民乐活的生活贡献一份力量。
肖琴

2018 中山茶博会(春季)本月开幕

众多知名茶业品牌
将亮相
日前，从中山茶博会组委会处传来消
息，最新一届的春季中山国际茶业博览会
（下称“春季中山茶博会”
）将于 6 月 21—24
日在中山市博览中心举办。据了解，本届春
季中山茶博会总面积达 1 万平方米，设立展
位数 500 多个，精心筛选了省内外 300 多家
优秀茶企、茶器、茶具及红木厂商参展。
据了解，今年的春季茶展茶叶参展商家
有：完美集团、布朗山古树茶厂、远达茶厂、
石溪茶厂、老茶号、满堂春茶业、天弘茶厂、
云南七彩朗韵、益瑞茶业、安化濂溪六洞茶
厂、英红九号等。这些厂家将在本届茶博会
上带来今年上好的春茶和往年价值不菲的
中老期茶叶。
工艺品类参展商有渡和堂服饰、安徽歙
砚、
一品尚匠等全国各地精美的工艺美术品牌。
茶器类品牌则有张耀君、代六会、陆慧
军等紫砂名家，还有广西坭兴陶、云南建水
紫陶等全国各地精品茶器。
记者 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