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捡到财物送还失主
热心!的哥"好事做到家
!

晚报记者 张擘

本报讯 市民康先生搭出租车回家!

却将一个装着存折"身份证"户口本和养

老证的档案袋遗落在车内#$的哥%马永俊

发现后!主动将档案袋送回失主家#$没想

到你这么快就将袋子送过来了!实在太感

谢你了# %

!!

月
!

日下午!市民张先生拿

回遗失的档案袋后!对马永俊感激不尽#

!!

月
!

日
!!

时许!市民康先生在周

口市区文明路招停了一辆车牌为豫

"#$%&&

的出租车!驾驶这辆车的是周口

市宏达出租车公司的司机马永俊#

$师傅送我到鲁花油厂#%目的地很快

到了!康先生匆忙地下了车!却将随身携

带的装有存折&身份证&户口本和养老证

的档案袋遗落在车内的后排座位上# $这

些证件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丢失!补办

起来非常麻烦#%康先生说!发现档案袋遗

失后! 他非常着急! 正准备外出寻找时!

$的哥%马永俊师傅就将袋子送到了家中#

他拿出
'((

元感谢马师傅!被马师傅谢绝

了#

马永俊介绍!当时他已经驾车驶出很

远!发现车后排座上有一个档案袋!立即

开车返回到鲁花油厂附近紧急寻找失主!

但此时已经找不到康先生#马永俊只好打

开档案袋!希望能够在袋中发现失主的联

系方式! 但包里的物品让马永俊大吃一

惊!里面不仅有存折!还有身份证&养老证

和
)

个户口本#$换位思考一下!失主一定

非常着急!所以我必须尽快找到失主#%马

永俊告诉记者! 为了尽快将物品还给失

主!他发现失主与自己的一位亲戚在一个

地方居住!就赶紧联系自己的亲戚# 在亲

戚的协助下! 马永俊终于找到了失主!并

将档案袋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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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个人现金管理#

您贴心的财富!金管家"

建行$金管家%个人现金管理'以下

称$金管家%(!是集零售业务领域多种服

务手段为一体的创新产品! 是建设银行

面向个人客户推出的一项流动性资金综

合管理产品!向客户提供账户整合&转账

结算&投资理财&支付管理&交易补款&综

合账单等多种服务功能!推出仅半年多便

受到客户的广泛欢迎和认可#

建行推出龙卡全球至尊信用卡

8

月
9

日!建行与中国银联携手推出

$龙卡全球至尊信用卡%#该卡主要针对国

内顶端客户需求设计!并在授信&金融服

务&个性化需求等方面以$八项之最%成为

同业最顶端的
:;

信用卡# 据了解!龙卡

全球至尊信用卡高等级信用额度起点
<(

万元!最高可达
<((

万元#

建行推出龙卡车主卡

建行龙卡车主卡以龙卡金融
:;

龙

卡通为基础!单独设计卡面!享有建行金

融
:;

龙卡通全部功能和优惠# 其主要优

点是享受友途公司打造的商业消费联盟

会员专属待遇!提供省内交通违章自助裁

决&缴费功能)可享受免费交通管理信息

服务!包含交通违法提醒&车辆审验提醒&

实时路况提醒&交管信息提醒&驾证扣分

提醒等)车主卡免收工本费'免收时限与

普通金融
:;

卡一致(!免收本地&异地缴

纳交通违章罚款手续费!年刷卡
%

笔返还

网银盾费用#

中国建设银行获$环球金融%!!"#$中国之星"评选
!最佳创新银行"等三项大奖

日前!由美国*环球金融+杂志主办的

$

'(+9

年中国之星%评选揭晓, 中国建设

银行获得$最佳创新银行%"$最佳农业信

贷银行%和$最佳小企业贷款银行%三项大

奖!在建设银行迎来
%(

周年行庆之际!国

际专业媒体也对建设银行在战略转型!业

务创新方面的成就高度认可, !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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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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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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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周口市区建设

大道上的$妈咪爱婴%奶粉店负责人绍经普

和妻子就开始打扫门前卫生了,在他的辐射

带动下!周边门店也经常效仿他!把各自店

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 门店玻璃窗擦得锃

亮,

绍经普自
'(+'

年开店至今!$扫净门前

雪%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不仅将门前打

扫得一尘不染!还绞尽脑汁装饰门面!力求

店内店外处处整洁宜人, 正是因为这份坚

持! 他为周口中心城区的整洁作出了贡献,

川汇区小桥办事处为了鼓励他这样的做法!

经过社区普查"大家推选!在办事处辖区评

出了
'(

名像绍经普这样的商户为 $门前三

包示范户%!为其免除了每月的卫生费,

绍经普的门店平时由他和妻子看护!其

父母亲也经常过来帮忙!主要经营奶粉, 记

者了解到!绍家几口人两年来似乎养成了一

种习惯!只要稍有时间!他们就拿起抹布"拖

把!将玻璃"柜台"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而

且特意在门前摆了盆景装点门面,

绍经普说!他卖的是奶粉!自己家也有

孩子!他深知$干净卫生%四个字在家长心中

的分量,所以!自$妈咪爱婴%店开业至今!每

天早晨
>

时许打扫卫生" 白天全天保洁!帮

助客人把自行车摆放整齐"劝导路边的车辆

有序停放就成了他的义务,

$人家两口子可是干净人!天天打扫卫

生!那玻璃擦得能照出人影儿, 像这样打扫

卫生!一般人如果坚持几天或者几个月还可

以!但是经普两口子两年多来每天都打扫得

干干净净!这样的示范户我们信服,%记者采

访时!一些临街门店负责人对绍经普的干净

赞不绝口! 并表示愿意学习绍经普的做法!

争做一名清洁门店"清洁家园"清洁周口的

模范, 线索提供 贾立军

朱改明病情稳定出院 仨孩子重返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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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

月
++

日!本报以*母亲去世

父亲脑梗 谁来帮三个娃娃撑起这个家+为

题!报道了郸城县秋渠乡脑梗患者朱改明家的

不幸遭遇后!郸城县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倾情帮

扶!不但为他们募集捐助了医药费!还帮
?

个

孩子找到了免费学校,

++

月
'

日! 记者了解

到!病情稳定的朱改明于日前出院!在志愿者

的帮助下!朱改明住进了$新家%---郸城县巴

集乡平安老年公寓,

本报第一篇报道出来后!郸城县青年志愿

者联合会率先响应!许多志愿者轮流去医院帮

助
?

个孩子照顾朱改明!同时又帮助朱改明募

集医疗费近两万元,考虑到
?

个孩子的上学问

题!志愿者---郸城县北城区实验小学校长决

定让
?

个孩子到他们学校上学!并免食宿费和

学费, 本报于
+(

月
+>

日又以*爱心送给三个

娃 温暖+为题!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

巴集乡平安老年公寓院长巴志平得到消

息! 立即与郸城县青年志愿者联合会取得联

系!表示朱改明在病情稳定后!可免费住进该

老年公寓,据悉!巴志平和妻子都是爱心人士!

'(+?

年! 他们筹资兴建了巴集乡平安老年公

寓!旨在解决农村寡居老人养老问题!目前已

入住老人
''

名,

听说要出院!且有了新家!朱改明激动得

热泪盈眶,朱改明的女儿欣欣知道爸爸以后的

生活有了着落!显得特别开心, 但欣欣不愿离

开爸爸, 最后!她的两个哥哥在县城北城区实

验小学读书!她跟随朱改明住进了老年公寓,

记者看到!巴志平夫妇为朱改明和欣欣准

备了干净的房间!而且安排工作人员每天坚持

为朱改明进行康复体能训练,巴志平又联系爱

心人士!在老年公寓附近为小欣欣找了一所学

校读书,这样一来!小欣欣白天上学!晚上就能

住进老年公寓照顾朱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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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经普的父亲一有工夫就拿起抹布擦玻璃
%妈咪爱婴&店门前干净整洁

社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