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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线路两侧各三米
范围内严禁植树! 建房!打
井!埋坟!挖沙!取土"

心系留守儿童活动邀您参与

全城织围巾 温暖一家亲

!

晚报记者 张燕 实习生 何渊博

本报讯 为留守儿童编织一条围巾!能

传递一份心灵的关爱!凝聚一份人间的温

情"

!!

月
"#

日!由市妇联#周口爱佑公益

等联合举办的 $全城织围巾 温暖一家

亲 %活动正式启动 !即日起 !市民可以认

领爱心毛线!亲手编织围巾 !陪伴留守儿

童过个暖冬"

当日上午 !启动仪式结束后 !主办方

在五一广场设立摊点方便市民认领毛

线 " 得知这些毛线是编织成围巾送给留

守儿童取暖用 ! 不少市民驻足咨询并报

名参与" 不少市民领过毛线后!直接在现

场动手织了起来 !一边织着围巾 !一边还

和旁边的$织友 %憧憬着孩子们收到围巾

后的那份欣喜 " $你看这个针法对吗 & %

$挺好的!这样织!围巾厚实 !孩子戴上暖

和也好看" %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参与织围巾的市

民当中!有几个年轻小伙儿 !他们织围巾

的手法略显笨拙!可是态度很认真" 交谈

中!记者得知他们是周口师范学院学生 !

大多是第一次织围巾" $我只是想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 ! 为那些家庭贫困的儿童驱

走冬日的严寒" %一位学生说"

据介绍 ! 此次活动的毛线全部来自

我市一家爱心企业的免费捐赠 ! 他们承

诺将持续支持活动的开展"

$

!"

月中旬!我们将把市民编织好的

围巾进行收集 ! 当月下旬把这些 '爱心

牌(围巾陆续送到留守儿童手中 " %周口

爱佑公益负责人尚岩青告诉记者 ! 此次

活动将为我市至少
!$$$

名农村留守儿童

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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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

工行互联网金融再创新 让生活更便捷

!!!!!!

对于正在从传统银行向互联网金融转

型的工行来说 !俗语 $船大调头难 %并不适

用" 作为工行互联网金融转型的竞争对手!

互联网金融的高管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工行

网银就没有互联网金融"

!工银
!

支付"#网购快捷支付神器

吴女士的老家在青海!毕业后在郑州工

作!逢年过节回家买车票最让她头疼"

!"5$/

网站把平台问题解决了! 支付问题接踵而

来" 工商银行为更好地满足电子银行客户需

求! 推出了一款网购快捷支付神器 $工银
6

支付%!让问题迎刃而解" 对于
7$$$

元*含+

以内的支付!只要您输入预留手机接收到的

短信验证码!即可轻松完成付款"

据了解!工行网站
'''081(101)201-

!手

机银行
',9081(101)201-

!微信银行等渠道都

可以自助开通$工银
6

支付%!而且百万网店

支持!网购全通用"

!工银
!

投资"#财富增值新利器

工行于近日面向个人投资者推出了$工

银
6

投资%客户交易终端" 通过这个专属交

易终端! 个人投资者可以进行账户贵金属#

账户原油#积存金等全系列投资交易产品的

交易和查询"

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工银
6

投资%客

户交易终端提供丰富的资讯服务! 集合外

汇#贵金属#期货#债券等八大资讯板块!并

拥有强大的分析功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行

情分析工具" 为了让客户及时掌握行情走

势!准确抓住投资机会!交易终端保证高频

行情刷新!最快可以实现
3

秒刷新一次" 同

时!交易终端还提供$预留信息验证%#$

5$$

秒锁屏%等安全保障措施!全方位保证客户

账户安全"

工行手机银行#交费不用再!跑银行"

不只是买票不用跑车站!用工行手机银

行!不用$跑银行%!也照样能把生活打点得

井井有条"

以工行手机银行为例!目前它所提供的

服务几乎覆盖了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 如果

你是房贷一族!手机银行上可以查询贷款信

息及还款计划!并方便你每月通过账户转账

来还款,如果你常常刷卡消费!用手机银行

来查看信用卡刷卡明细和按时还款就再方

便不过了,工行手机银行的缴费站服务更是

$包罗万象%!煤气费#电费#数字电视费#手机

话费#学杂费等!$跑银行%的日子将离你远

去,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出国旅游和求

学也不再是稀罕之事了!工行手机银行还提

供了小额购汇服务!出境更轻松" $振京%

民间高手炫技!武林大会"

!

晚报记者 王晨 文
"

图

本报讯
!!

月
"#

日晚!周口公益剧

场$武林大会%之武术专场演出在周口

人民会堂精彩上演"来自我市的百余名

武林高手!齐聚$武林大会%!个个身手

不凡"

当晚的武术表演中! 来自我市多

家武术馆#武术学校#武术俱乐部以及

太极拳协会# 心意六合拳协会的百余

名武林高手!展示了陈氏太极拳#太极

剑#心意六合拳#硬气功#刀术#棍术 #

枪术等! 他们的精彩演出令全场观众

如痴如醉"

据悉! 在
"$!"

年成功举办首届戏

曲票友大赛的基础上!今年我市将举办

第二届戏曲票友大赛"此次大赛于本周

五*

!"

月
7

日+开赛!平日里爱唱上两

段的市民可拨打
#""5!"7

报名参加!一

展风采"

!"#$%&'()*+,-./0

政府掏钱为民投保

!

晚报记者 张洪涛

本报讯
!!

月
"#

日
!:

时
77

分!河南卫

视聚焦中原栏目以 -$小保险% 赢得 $大民

心%.为题!对我市社会治安民生保险的开展

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今年
;

月份以来!周口市进行了一项

尝试! 就是在全市范围内选取试点县区!为

辖区内的农户和居民家庭购买了社会治安

民生保险! 而且保费不用老百姓花一分钱!

全部由政府买单" 这项举措在周口是如何实

施的&老百姓对于这项政策的评价如何& %面

对河南卫视聚焦中原栏目主持人的提问!应

邀做客河南卫视聚焦中原栏目的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谢海洋对我市开展的这项民生

工作!向全省观众进行了介绍"

谢海洋在节目中介绍!推行社会治安民

生保险!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加强平安建设!服务和保障民生的

一项重大举措" 周口市作为农业大市!以往

两抢一盗案件相对比较多!即使案件得到侦

破!所盗财物也往往难以追回!群众利益仍

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群众对此意见较大!

严重影响群众最基本的生产生活" 为了解决

这一民生问题!市综治委#市委政法委进行

调查研究!试点树立经验的基础上!推行了

这一政策"

这一政策实施以后!群众反映如何& 对

此!该节目还集中采访了我市部分群众" 淮

阳县的高吉祥就是这一政策实施后的受益

人之一" 今年
!$

月份!高吉祥家养的
3

只

羊都被偷了! 保险公司按照每只
7$$

元的

标准赔了他
"$$$

元钱!这让心情低落的高

吉祥得到些许安慰" $多亏有了社会治安民

生保险!自己家丢了东西!保险公司还能赔

钱//% 接受采访的群众不约而同这样表

示"

记者注意到! 近
5$

分钟的节目!对我市

社会治安民生保险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

报道!同时!该节目还对我市平安建设情况

进行了报道"

据悉!今年下半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根据

该-意见.关于保险业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周口市综治委与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周口分公司就民生保

险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形成了引进市场化保

险手段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设想框架!于今

年
;

月份在沈丘县率先开展社会治安民生

保险试点工作" 沈丘的成功试行!为探索市

场经济条件下基层群防群治开辟了新道路"

在周口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试

点!市综治委出台了-关于在全市推进实施

社会治安民生保险的意见.! 要求各地为辖

区每个家庭购买民生保险!一时间!社会治

安民生保险在我市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