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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全面升级手机号汇款服务
!!!!!!

笔者从中国工商银行周口分行获悉!工

行已于近日对其手机号汇款服务进行了全

新升级!创新推出了向任意手机号汇款的功

能"

据了解! 这项服务无须客户知晓收款

人卡号#开户机构信息等内容!只需填写姓

名# 手机号等信息即可成功办理转账汇款!

免去客户记忆卡号等汇款信息的麻烦!进一

步提升了客户体验"

据了解!在传统的汇款业务中!汇款人

需要知道收款人的姓名# 具体账号信息!由

于账号通常包含多位数字!在记忆和输入的

过程中常常会出错! 给客户带来了不少困

扰" 为此!工行于
,667

年创新推出了手机号

汇款业务!只要收款人将自己的工行账户与

手机号绑定!汇款人仅输入对方手机号码和

姓名! 资金就可以自动入账到收款人账户"

而近期工行创新推出的任意手机号汇款服

务!则更是将便捷服务延伸至未将手机号与

个人账户绑定的汇款业务" 收款人只需要提

供姓名和手机号!汇款人就能通过工行网上

银行或者手机银行的手机号汇款功能向其

转账!届时收款人将收到工行系统发送的收

款短信提醒!按照规定格式回复收款账号至

82277

即可办理收款"

此外!客户还可使用工行手机号汇款服

务办理跨行汇款!只需输入收款人手机号及

姓名等信息即可!进一步实现了服务的人性

化#个性化和便捷化" !振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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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本报讯 日前!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

文明网承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

动
+6

月份$中国好人榜%名单揭晓!$拼命局

长%张红卫上榜"此外!

++

月份$中国好人榜%

候选人名单公布!我市的蒋昆#杨传鼎#赵留

花等
5

人入围"

张红卫当选!中国好人"

张红卫!太康县大许寨乡人!生前系太

康县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56

多年来!她工

作雷厉风行!不计个人得失!积极为群众排

忧解难" 她宁可身体透支!也不让工作欠账!

先后罹患宫颈癌#肺癌!但仍带病长期坚持

工作!被同事们称为$拼命局长%"

,6+1

年
7

月
,7

日! 病重的张红卫医治无效! 不幸去

世!年仅
18

岁"

张红卫的感人事迹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

中国文明网$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

互动平台上!浏览关注张红卫事迹的网民逾

-+89,

人! 评议点赞的网友则达到
-262

人"

其间不少人留言!称她有责任#有担当#有爱

心!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我市
5

人
候选

++

月份!中国好人"

据了解!经过核实情况#层层筛选!

++

月

份!$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全国共

推选出
912

名$中国好人榜%候选人!我市有

5

人入围"

这
5

位候选$中国好人%分别是&危急关

头第一个冲向火海冒险救援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驻洛阳某部太康籍现役军人蒋昆'拾金

不昧美名扬的川汇区八旬老人杨传鼎'不怕

艰难!为当地村民修路修桥!带领村民开创

崭新生活的沈丘县石槽集乡王湖行政村党

支部书记赵留花" 这
5

位候选人的事迹本报

都进行了报道!杨传鼎当选$周口好人%!而

蒋昆和赵留花被众人誉为$救火英雄%和$最

美女支书%"

在$中国好人榜%

++

月份投票评议页面!

太康县蒋昆入围$见义勇为好人%候选人!投

票序号
,8

'川汇区八旬老人杨传鼎入围$诚

实守信好人%候选人!投票序号
--

'沈丘县赵

留花入围$敬业奉献好人%候选人!投票序号

+76

" 在他们的照片下方!链接有先进事迹简

介!请广大读者踊跃为咱身边的好人投上自

己宝贵的一票吧(

我市第三季度河流水质排名全省前列

其中贾鲁河排名全省第三

!

晚报记者 徐松

本报讯
++

月
1

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

悉!$碧水工程%开展以来!我市河流水质大

幅改善"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发布的)关

于第三季度各省辖市城市主要河流水质状

况和排名情况的通报*!我市纳入考核的
5

条河流在全省
+7

个省辖市
-6

条城市河流

中排名均位于前列"其中!贾鲁河+二板桥,

水质达三类!排名全省第三!颍河+孙嘴桥,

水质为四类!综合指数
,:,57

!排名全省第

八!沙颍河+周口康店,综合指数
5.199

!排

名全省第十四位"

今年
2

月$碧水工程%实施以来!我市

将贾鲁河纳入重点治理对象! 通过实施封

堵截污! 将贾鲁河在西华县境内的东风运

河#教育园区排污口封堵!排污口封堵后!

企业排出的污水!通过工业园区污水管网!

进入西华县污水处理厂! 经二次处理达标

后外排'同时!在扶沟县#西华县分别新建

了产业聚集区污水处理厂和第二污水处理

厂! 并对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

造! 以处理生活污水为主的城市污水处理

厂达到一级
3

排放标准" 在贾鲁河流域!

通过限批等措施刹住了一批不合格的项

目'通过企业监管!关闭了西华县沿贾鲁河

两岸的畜禽养殖场
2

家#工业企业
5

家"

线索提供 罗景

市体育局深入调研
欲写好这篇!命题作文"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

育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周口作为一个

人口大市#全民健身大市!群众对健身的

需求很高!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 我

市已及早行动...市体育局于
++

月份围

绕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机遇!深

入开展集中调研活动"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

战略!提出到
()(*

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
(

平方米!群众体育健身和消费意识

显著增强! 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明显提高!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
*

亿!体育

公共服务基本覆盖全民"

体育设施是全民健身的基础保障 "

)意见*提出!各地要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

民的中小型体育场馆# 公众健身活动中

心#户外多功能球场#健身步道等场地设

施" 在城市社区建设
+*

分钟健身圈!新建

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
+)),

" 推进

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乡镇#行政村

实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

全覆盖"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体育

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战略机遇!体育事业发

展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011%市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围绕如何抓住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体育

事业! 尤其是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推

进体育产业#健身市场发展等
2

个方面的

内容! 利用
++

月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

中调研活动"

周口市政协关于开展
中心城区餐饮业食品安全问题
协商座谈会活动的启事

广大市民#

按照市政协工作安排!

++

月下旬市政协将围绕中心城区餐饮业食品安全问

题!开展月协商座谈会活动"为使协商活动能更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先

发出启事!请广大市民积极出主意#献良策"届时将安排
2

名市民参加月协商座谈

会!请踊跃报名"

联系方式 邮信地址#周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市政协社法委
266-

房间

电子邮箱#

!;<=!>*+,-:/%0

联系电话#

75297--

!办"

+55,581+597

!手机"

周口市政协办公室

,6+1

年
++

月
5

日

探索建设学生诚信档案

教育部#

!!!!!!

据新华社电 记者
++

月
5

日从教育部

获悉!教育部将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档案!

签订学生校园诚信承诺书!涵盖学业诚信#

学术诚信#经济诚信#就业诚信等内容!将

诚信档案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的

重要依据"

日前!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印发了

)关于在各级各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见*"

该意见是教育部对北京# 山东等
+7

省市#

+1

所直属高校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专项调研" 征集各地各校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典型案例
+26

多

个!进行认真梳理#分析和总结"

意见强调! 要对学生的失信行为加大

约束和惩戒力度" 构建各学段有机衔接的

信用约束机制!分层推进诚信档案建设"

在学校规章制度方面!意见指出!建立

和规范学校礼仪制度!丰富升国旗仪式#成

人仪式# 入党入团入队入学仪式等典礼的

内涵!强化仪式庄严感和教育意义"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学校基层党团组织主

题生活会#党团日#班会的重要内容"

意见还对落实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作出

规定!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教师教

育课程体系!融入教师职前培养准入#职后

培训管理全过程" 充分激发教师加强师德

建设的自觉性!鼓励教师弘扬重内省#重慎

独的优良传统!在细微处见师德!在日常中

守师德!养成师德自律习惯!将师德规范积

极主动融入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和服务社

会的实践中!提高师德践行能力"

据了解!意见以建立管用#实效的长效

机制为目标!重点在$融入%上下工夫"综合

运用课堂教学#实践养成#文化熏陶#制度

保障#研究宣传等方式!将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

理服务各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