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湖周边 16 处
违规大型户外广告被拆除
星报讯（汪茹 陈三虎 记者 沈娟娟） 记者
从蜀山区获悉，日前，天鹅湖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开展违规设置大型户外广告整治专项行动，共计
将拆除天鹅湖周边 16 处违规设置的大型户外广
告，总面积达 7000 平方米。目前，工作人员已经
拆除了 14 块，余下部分预计近几日完成。

核水环境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得分为 57.87 分，考核结
果为“不合格”。根据《安徽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以及《考核规定》的要求，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地区，
要由省环保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约谈市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整改意见，予以督促，并
作出区域限批要求。今年 9 月，经省政府同意，省环
保厅已暂停宿州市新增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评
文件审批。考核等次为合格，但得分低于 70 分的淮
南、
阜阳、
淮北、
马鞍山 4 市，
也受到黄牌警示。
12 月 6 日，记者从环保部门获悉，当天省有关
部门及领导对宿州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
负责人实施约谈。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
儿科门急诊正式开诊
星报讯（李军军 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
获悉，12 月 4 日上午，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儿科门
急诊正式开诊，儿科病房同日也开始收治患儿。
据了解，儿科门诊目前均为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
家前来坐诊。儿科急诊 24 小时开放，并提供雾
化、输液等服务。

车过巢湖柘皋河请注意
徐家渡新桥 6 日上午全封闭大修
星报讯（万志军 童伟 记者 祝亮） 12 月 6
日，S105 合马路徐家渡新桥维修工程开始全封闭
施工，工期共 90 天。公路部门提醒司机，施工期
间，所有往来车辆请从下游的徐家渡老桥过河。

全省首家社区商会明年成立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的法治观念，近日，
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司法办组织工作人员走
进建筑工地，开展国家宪法日进工地普法宣传
活动。
▋刘永洁 胡正球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星报讯（范石琦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记者
从合肥市统战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全省首家社区
商会明年将在稻香村街道望江西路社区成立，而
这将成为辖区非公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

大胆：篡改成绩
210 名不合格考生领到合格证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科技公司离职工
程师，利用以前工作便利，帮助考生修改考试
成绩，成功领取资格证书。昨日，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
者获悉，近日，被告人程某因犯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被合肥高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六个月。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3 年 9 月，被告人程
某进入安徽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软
件开发工程师，2015 年 10 月 25 日离职。在工
作期间，程某负责其公司为安徽省住房与城乡
建设厅的“安徽省建设工程现场专业人员考核
管理系统”的研发、维护工作。
2015 年底，已经离职的程某预谋通过篡
改考核管理系统中的考生成绩从中牟利，并购
买了银行卡、手机卡，注册了支付宝账号及 QQ
号等，为篡改成绩做准备。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程某通过昵称为“BBQ”的 QQ 号逐一联
系考生，在商定每篡改一人成绩收取 500 元左
右的费用后，使用其离职前在安徽某信息科技
有 限 公 司 的 权 限 ，在 网 吧 等 处 登 录 网 站 ，将
210 名 不 合 格 考 生 的 成 绩 擅 自 篡 改 为 合 格 。
后该 210 名不合格考生均获取了《住房和城乡
建设领域专业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程某通过他人银行卡收取篡改费用共计 10 万
余元。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例行安全
检查时发现篡改情况，向安徽某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反馈后，该公司报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程某违反国家规
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储存的数据进行修改，
使 210 名不合格考生拿到了资格证书，违法所
得 10 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一审判决被告人程某犯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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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刘海泉） 9 月底，2016 年度全省
各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结果公布，
其中宿州市考核等次为不合格。继计划中的涉水
项目被叫“暂停”，12 月 6 日，宿州市人民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负责人被约谈。
今年以来，省环保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对各
市 2016 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
核评估。九月底考核结果公布。宣城、铜陵市考核
等次为优秀；芜湖、蚌埠、滁州、池州、黄山、六安、安
庆市考核等次为良好；合肥、亳州、淮南、阜阳、淮
北、马鞍山市考核等次为合格。
经测评，宿州市 2016 年度“水十条实施情况”考

星期四

江淮联播

宿州市水环境考核不合格被约谈

2017
12·7

担当社会责任 做好的银行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引导换
“芯”有方法
2017 年安徽省
“我最喜爱的金融 IC 卡”评选活动正
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为了让持卡人更充分地了解金融 IC
卡的功能以及对“支付更便捷，有
‘芯’更安全”的主题进
行充分理解，加强支付安全意识，11 月 21 日，笔者来到
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对中行个金部和信用卡部相关负
责人进行采访了解。在此次评选活动中，中国银行推选
出的“神偷奶爸”系列信用卡和长城合肥通联名卡，独具
特点，
深受持卡人喜欢。
现场演示合肥通卡充值

通联庐州 惠达生活
在采访过程中，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个人金融部主
管刁文正向笔者详细介绍了中国银行与合肥城市通卡
公司联合推出的中国银行长城——合肥通联名 IC 卡。
中国银行长城——合肥通联名 IC 卡在卡面设计时，将合
肥市标志性建筑和中国银行 2016 年 10 月启用的省分行
新大楼作为背景，同时将紧邻中行大楼的云谷路地铁站
口纳入卡面图案中，以星空蓝为底色，卡面设计不仅让
人看起来熟悉，而且蕴含深意，体现了中国银行对于合
肥智慧交通城市蓝图建设的支持。
据悉，2016 年中国银行在与合肥市人民政府签订的
战略合作协议中，明确提出利用中国银行综合金融服务
能力，将合肥通打造成智慧城市公共服务支付平台和民
生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愿景；同时作为国有大行，中国
银行明确提出“担当社会责任，做好的银行”经营理念，
为契合合肥首条地铁开通，体现中国银行在“惠民金融”
的责任担当，中国银行联合合肥城市通卡公司联合推出
了中国银行长城——合肥通联名 IC 卡。

“通达庐州 惠达生活”带你遇见更好的合肥，是合肥
通联名卡的宣传口号，除了可以享受中国银行全方位的
理财、结算、网络金融产品等多种优质服务外，卡片内置
的住建部标准“合肥通”卡电子钱包，可供持卡客户在合
肥市公交、地铁上使用，并享有与“合肥通”普通卡同等优
惠。同时，在中国银行安徽省地区的 1033 台自助终端均
可为合肥通持卡客户免费提供便捷的充值服务，极大地
方面了市民的交通出行。在现场刁主管还亲自示范了使
用自助终端进行合肥通充值，只要在中国银行智能终端
的民生应用下选择合肥通充值，就可以轻松充值，免去寻
找公交卡充值网点的烦恼。

引领潮流 展现特色
此外，中国银行推选的“神偷奶爸”系列信用卡是中
国银行携手美国环球影业倾力打造的一款明星信用卡
产品，以神偷奶爸系列卡通形象为卡面，趣萌活泼，除具
有存款有息、透支消费可享免息期、循环信用、可选凭密
码消费、挂失即时生效、欺诈侦测提醒、预借现金、自动

还款、灵活计划还款、分期付款、网上银行等功能。同时
还具备电子现金快速支付、升级短信和账单、附属卡独
立电子交易明细单等特色功能等服务，更有消费赠礼、
周边优惠等活动，致力于成为年轻族群喜爱的，兼具实
用与收藏价值的跨界 IP 信用卡产品。
据悉，中国银行神偷奶爸系列信用卡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面向全国正式推广宣传，并同时开放网络申请、分
行网点纸质件申请渠道。为扩大影响力，中国银行通过
官网、官微、微博发布头条信息，力推该信用卡产品，后
续还通过朋友圈广告、分行网点特色布置等方式进行大
规模推广。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信用卡部经理徐恒向
笔者介绍道：
“中国银行神偷奶爸系列信用卡是我行
2017 年主推产品之一，广受客户、市场及分行关注，一经
面世即受到狂热追捧，引爆市场热点。”

高效服务 普及于日常
金融 IC 卡是银行卡未来的发展方向，具备安全性
高、信息存储量大、支持小额快捷支付等特点。中国银
行总行于 2013 年 10 月即全面启动银联单标分行联名
卡自动换芯工作，2014 年在全国范围铺开。目前中国
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不仅可以在柜台办理换“芯”业务，
而且可以通过 400 快速办理 IC 卡，中国银行安徽省分
行在日常工作中也会通过短信通知、网点引导，后台联
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换“芯”工作的开展。中国银行安徽
省分行个人金融部经理郑安提到：
“ 我行目前为换‘芯’
客户采取免收工本费政策，欢迎广大市民来我行办理
借记 IC 卡和磁条换‘芯’业务！”据悉，为了引导持卡人
将磁条卡升级为芯片卡，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辖内营
业点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会普及金融 IC 卡知识，并提
供规范、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