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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推出电子银行回馈活动
为庆祝网上银行推出

!2

周年!回馈广

大用户! 建行于
$#!"

年
3

月
3

日至
!$

月

4!

日开展"电子银行交易 善融商务有礼#

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客户通过建行个人网

银%手机银行客户端和网上支付&含网银支

付和账号支付'进行指定交易!有机会获得

善融商务电子券%手机话费和
5678 0595

等

!##

多万份奖品$ !龙涛"

建行推出私行客户!财富保"优选项目
建行日前推出私人银行客户"财富保(

套餐化%特色化保险产品优选项目!并于近

日在其)特色化(产品范围内首批推出安邦

保险和阳光人寿共五款保险产品及其附加

险产品在建行指定范围内代理销售$ 优选

项目是建行基于私人银行客户及家庭成员

重点保险需求!通过整合"总对总(合作的

保险集团公司下属产%寿%健康%养老等多

家子公司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保险产品及差

异化服务$

建行推出支付宝钱包服务窗业务

日前! 建行最新推出支付宝钱包服务

窗业务$ 该服务是指基于支付宝会员服务

平台向个人和企业%政府%媒体等组织提供

的建行微金融%悦生活%信用卡%优惠活动

"

大类服务的新窗口$

据了解! 客户只需拥有一部支持使用

支付宝钱包的手机并登录支付宝钱包客户

端!选择"服务(!点击右上角的"添加(!再

选择右上角的搜索按钮!输入"中国建设银

行(等关键字!即可搜索添加"中国建设银

行( 支付宝钱包服务窗$ 安装了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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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客户端的客户可享受该行支

付宝钱包服务窗所有服务$ 支付宝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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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客户端的客户也可享受信用卡

绑定%信用卡账单
=

额度
=

积分
=

申请进度查

询%申请信用卡%生活缴费%周边网点%优惠

活动%金融行情%手机银行下载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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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宋风

来自江苏省的何先生一天前刚在周口参

加完姐姐的婚礼!不料次日返回江苏途中!乘

坐的大巴发生侧翻! 何先生一家
"

口受伤住

院$ 记者昨日获悉!

!#

月
$!

日下午!周口市

发往江苏南通的一辆客车在安徽凤阳境内发

生侧翻!事故造成车上一名周口籍男子死亡!

多人受伤$目前!伤者被分别安排在安徽省蚌

埠市%凤阳县等地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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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是江苏省泰兴市人$

!#

月
$#

日当天! 他带着母亲 % 外婆以及女友 !

来周口参加其姐姐的婚礼$ 次日上午
3

时
2#

分! 先生一家
"

口人乘坐一辆周口

发往江苏南通的双层大巴车返回$

当日
!4

时
4#

分许! 大巴车行至南

&京' 洛 &阳' 高速安徽省凤阳县境内$

"当时天上下起小雨! 大巴车突然撞上中

间的高速隔离带! 而后司机猛打方向右

转致使发生侧翻$( 昨天! 何先生的姐夫

娄先生向记者介绍! 侧翻后! 车辆靠惯

性向前滑动了一段距离! 致使前挡风玻

璃全部破碎! 右侧车灯面目全非$

准备去江苏南通办事的周口籍女孩

李宁宁也乘坐了这辆大巴! 事故造成她

右胳膊断裂% 左手掌受重伤$ 目前! 在

安徽省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据多名伤者及前往事发地的家属介

绍! 事发时车上大约有
2#

多名乘客! 多

数是周口人 $ 事故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

至少十多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 伤者被

分散安排在安徽省蚌埠市% 凤阳县等地

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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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

时许 ! 记者来到该车始发

站***周口市长途客运中心站$一名站务

人员介绍!周口发往江苏南通的车每天一

班!上午
>

时发车$

一名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天原

定的营运班车变速箱发生故障!后来出事

的大巴车是临时"顶岗(的!但该车手续齐

全$目前!相关部门已关注到此事!具体情

况正在了解中$

有伤者家属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盖有

"&安徽'滁州高速交警四大队事故处理专

用章(的车辆信息单!上面显示这辆车号

为豫
1?2#%%

的双层大巴! 隶属河南省雪

狼旅游客运有限公司!登记地址为郑州市

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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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记者拨通安徽省蚌埠市卫生局

医政科一名阙姓工作人员的电话$ 这名工

作人员介绍! 目前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住

有一名伤员!第二人民医院住有七名伤员$

"我们要求救治为第一位!先不管医疗费是

否支付!首先确保不能延误伤者治疗$ (

记者从伤者家属提供的一份+南洛高

速凤阳段交通事故汇报,中看到!事发车

辆核载
,4

人!实载
2$

人!事故造成一人

死亡%三人受伤!

!2

人轻微伤$ 事故发生

后!安徽省滁州市高速交警四大队大队长

朱文春% 副大队长冯冰赶赴现场紧急处

置!晚上又到相关医院做好安抚工作$ 凤

阳县县长王强也到凤阳各个医院安抚慰

问了伤员$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了安徽省滁州市

高速交警四大队的吴警官$ 他说!记者看

到的报告他尚不清楚!目前事故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不过!他向记者证实!上述报告

中提到的朱文春确为该队大队长$

线索提供 李磊

救援现场图片由伤者家属提供

一位老人的!家庭作业"

!"

月
#$

日下午#周五#学生放学前#在周口市区一所小学门前#一位老

人正拿着笔和本子#仔细记录小黑板上的学前班作业$

可能这位老人的眼睛花了#在远处已经看不清楚小黑板上的字迹#老人

特意走到了小黑板的正下方$ 原本是给孙子%孙女布置的作业#俨然成了这位

老人的&家庭作业'#真是舐犊情深$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摄影

市民李医师愿无偿为宋宛亭治疗腰伤

!

晚报记者 张劲松

本报讯 )看到贵报报道全国-阳光

少年.宋宛亭的事迹后!我打心眼里受到

了感动! 我为周口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

少年高兴$(

+"

月
$2

日上午!不愿透露名

字的李医师致电本报称! 本报
+"

月
!,

日报道中提到的宋宛亭的腰伤引起了她

的关注!她愿意无偿为宋宛亭治疗腰伤$

李医师在电话中说! 她是一位中医

医师!从事这种病的治疗已将近
4#

个年

头!积累了一些治疗经验$她想尽自己所

能帮助宋宛亭解除一些腰伤痛苦$

+"

月
$2

日下午! 宋宛亭的妈妈梁

女士带着宋宛亭来到李医师的诊所$ 为

宋宛亭检查后!李医师表示!宋宛亭的腰

伤属于腰椎间盘突出!目前还不算严重$

"我这儿主要是中医治疗这种病!优点是

能尽可能地标本兼治$ 让宛亭先服用一

个月的中药!同时贴膏药辅助治疗!一个

月后如有效果!咱们继续治疗$ 不过!根

据我的经验!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 (李

医师自信地说$记者提出要采访她时!李

医师表示不愿让本报报道此事! 如有必

要给予报道! 也不要提她的诊所及她的

名字$"为宋宛亭治疗腰伤只是为了能尽

可能地为她解除病痛! 让这个孩子生活

的更加阳光$ (李医师强调$

"非常感谢李医师这样的好人!也非

常感谢贵报对我女儿的关注$ (采访中!

梁女士说得最多的字眼就是 "谢谢(二

字$在
+"

月
$2

日晚的日记中!宋宛亭写

道/"在这个充满温暖和正能量的社会

里!让我产生一种信念和力量!这种力量

会化成想要帮助别人的冲动! 但我希望

这不仅是冲动! 我要把这种力量培养成

一种习惯!把爱和温暖传递下去!让正能

量点亮这个社会$ (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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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少年'宋宛亭让梦想绽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