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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将于
9月21日在我市正式开幕，筹办本
届省运会以来，扬州一直围绕“全
民动起来，江苏更精彩”的主题，
强化“办会为城、办会惠民、办成
里程碑”的思路，努力实现办好赛
会与建好城市的统一、 全民健身
与体育竞技的融合、 建设场馆与
建好公园的同步。

为充分反映 “新时代、新省
运、新扬州”，定格扬州在筹建与
办赛过中精彩瞬间， 江苏省第十

九届省运会研究中心联合江苏省
新闻摄影学会、 扬州报业传媒集
团联合举办“影响一座城，改变一
城人”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摄
影大赛。
一、征集作品主题：

1.记录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
会筹办和办赛过程中的精彩瞬
间；

2.反映省运会的举办带来扬
州城市建设与市民生活、 市民行
为变化。

二、参赛要求：
1. 参赛作品均为电子影像，

原则上不接受邮寄的照片。
2. 作品以相机JPEG格式存

储 ， 不大于 2MB， 但不得小于
500KB; 后期处理只限于调节颜
色、明亮度。

3.上传的照片上不允许有任
何个人信息、出版（代理）机构的
名称以及其他任何信息。

4.上传作品附带说明必须包
含作品名称、作者名称、作品拍摄

的时间和地点、联系电话、拍摄器
材、参赛类别（即主题1或2）等。

5.上传的作品不得含有或间
接含有暴力、色情、反社会、反民
族等内容。

6. 参赛者必须实名参加，谢
绝网名、匿名参加。必须是完全的
著作权， 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
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其他知
识产权或专有权利， 如有违反或
者任何法律纠纷， 由参展者本人
自行承担。

7.所有入围获奖作品，主办
单位有权展出并在与本次活动
相关的网站、出版物 、媒体报道
中使用。所有投稿作品 ，视为作
者同意以上版权使用，不再另付
稿费，参赛作品一经提交不予退
稿。

8.所有参赛作品请及时投送
至3448943274@qq.com
三、大赛奖励：

1.金奖 （2名 ），奖金各 3000
元，奖杯一座；

2.银奖 （5名 ），奖金各 1000
元，奖杯一座；

3.铜奖 （10名 ），奖金各 500
元，奖杯一座；

4.优秀奖若干，颁发获奖证
书。
四、大赛时间：

即日起至9月底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摄影大赛

组委会

2018年5月15日

关于举办“影响一座城，改变一城人”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摄影大赛的启事

今年的母

亲节是2018年5
月13日 ， 母亲
节当天 ， 本报
联合扬州一品

香茶叶有限公

司 、 扬州俞姐
姐茶叶公司开

展 “以茶之名
行孝之礼 ”母
亲 节 公 益 活

动 。5月13日下
午 ， 活动在扬
州一品香茶叶

有限公司代理

品牌极白安吉

白茶扬州旗舰

店二楼成功举

行 ，20对 亲 子
家庭参与现场

活动 ， 孩子们
为母亲泡上一

杯茶 ， 唤起内
心深处的感恩

之心 ，学习 、发
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 。 活动
得到了扬州市

卫 计 委 家 庭

处 、 双桥街道
石桥社区 、扬
州俞姐姐茶叶

公司等单位的

协助支持。

网贷已结清
不影响房贷申请

现状：有网贷记录并未结清，或将影响银行房贷审批

近日朋友圈热传“有网贷记录不可申请房贷”，记者求证———

“半年内，
在蚂蚁借呗、京
东白条有过网

贷记录，就会影
响 房 贷 申 请

了？”最近，类似
这样说法在网

络热传。对此我
市不少准购房

的市民有些担

心：最近银行房
贷政策本就偏

紧，有了网络借
贷的记录，是不
是就无法申请

商 业 贷 款 ？日
前，记者带着疑
问向多家银行

求证。业内人士
向市民辟谣：有
网贷记录并且

已经结清，并不
会影响房贷申

请。不过由于最
近严查个人消

费贷资金流向，
如果个人名下

有未结清的网

络贷款或者消

费贷款，同时再
申请住房商业

贷款则难度较

大 。此外 ，频繁
在网贷平台借

款或者频繁逾

期，也将影响房
贷申请。

嚣张 亿元罚单竟被视为“打广告”
股市“黑嘴”廖英强违反证券法相关规定，面对逾1.29亿元的巨额罚单

证监会日

前公布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显

示， 曾长期在
上海某电视台

知名财经栏目

担任嘉宾主持

人的 “股评专
家”廖英强，因
违反证券法相

关规定， 被没
收 违 法 所 得

4300余万元 ，
并处近8621万
元罚款。

面对亿元

罚单， 廖英强
竟称 “相当于
打广告”，引起
市场各方强烈

谴责， 证监会
表示， 此举挑
战法律底线。

本报联合茶企开展的母
亲节亲子茶会成功举办———

妈妈！
请用茶！

茶汤感恩情

衷心祝福各位母亲：节日快乐

现场，许多妈妈都是从很远赶
来参加活动，给记者留下很深印象
的是来自高邮的孙薇薇妈妈，她本
打算星期天带孩子去扬州参加名
人讲坛活动， 当得知扬州日报举
办亲子茶会，她讲坛活动不去了，
特意带孩子来参加亲子茶会。

“妈妈对儿女的爱有如大地
之爱，那么的博大、深沉，有如茶
一样，那么的浓厚、内敛。”参加活
动的高邮市民陈娟告诉记者，天
地有大美， 人间有大爱都融入了
一杯杯茶中， 我们一直在学习茶
文化，茶是美的，茶是充满爱的，
茶能够调动我们内心深处美好的
情感，一切美的事物都是如此。

暖暖的一杯茶， 暖透母亲的
心。 扬州市卫计委家庭处处长张
加云说，今年母亲节，扬州日报联
合茶企开展亲子茶会公益活动非
常有意义， 活动倡导健康的茶生

活方式，通过一系列泡茶、敬茶的
动作，说一声“妈妈您辛苦了”，让
孩子们学会感恩、 知礼、 懂得孝
道，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活动
通过“一杯茶的温暖”的行动温暖
了亲子间的爱心， 让年轻的一代
感受到“百行以孝为先”的美德，
也让亲子家庭学习到传统文化的
精华。 石桥社区朱红梅说， 相信
“感恩” 不止存在于亲人之间，还
有我们对社会的感恩， 对社区弱
势群体的关爱和帮助。

纤手童心唤茶汤， 斑白长者
品御香。 孩子亲手冲泡的不仅仅
是一杯茶， 更是一份对父母亲的
孝敬， 一份自我的成就。 亲子茶
会，通过一片树叶，让父母与孩子
一起感受“静、亲、敬、和”。

通讯员 张加云 朱红梅

本报记者 李文明

暖心茶，品着都是爱的味道

下午三点， 一天中最适合饮
茶的时候，母亲节茶会正式开始。
活动由极白安吉白茶扬州总经销
负责人杨必富向大家介绍今天所
泡的极白氨基酸红茶的历史。随
后，在茶艺师朱文君的指导下，子
女们为各自的母亲泡上一杯香
茶， 以茶传情， 把浓浓的感恩之
心，盛在淡淡的茶汤之中，呈献给
各自亲爱的妈妈。

“让孩子在茶中学习孝道和

礼仪，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小
拥有优秀品质。”来自高邮的陆天
昊妈妈说，孩子昨晚就睡不着，来
学习泡茶很兴奋， 一大早就来扬
州了。

“一杯清茶里，承载着浓浓的
亲情。”活动现场，范语彤的妈妈
说， 很开心参加母亲节亲子茶会
活动，在优雅的茶道传承中，用心
的孩子们为妈妈们献上一杯暖心
茶，品着都是爱的味道。

亿元罚单竟被视为“打广告” 证监会：挑战法律底线

证监会日前公布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显示， 廖英强利用其知名证券
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在其微博、博
客上公开评价、推荐股票，在推荐前
使用其控制的账户组买入相关股
票，并在荐股后的下午或次日卖出。

证监会认为， 廖英强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证券法 “以其他手段操纵
证券市场”的规定。依据当事人违法
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

程度， 决定对廖英强没收违法所得
4300余万元，并处近8621万元罚款。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没必要辩
解。”“不缺少缴纳罚款的财产。”“相
当于打了一点多亿的广告， 廖英强
的名字算是家喻户晓。” 面对逾1.29
亿元的巨额罚单， 曾在申辩意见中
表示 “无力承担罚款、 请求从轻处
罚”的廖英强，一面表示认罚，一面
却扬言“不差钱”，甚至将行政处罚

视为“打广告”。
廖英强的嚣张态度， 引起各方

高度关注。证监会发言人表示，已注
意到社会舆论对廖英强的回应反应
激烈，“敬畏法律、恪守法律、依法合
规是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证券市场的
基本底线。 任何侵害投资者合法权
益、破坏市场运行秩序、肆意挑战法
律尊严的行为， 最终都必将得到应
有惩罚，付出沉重代价。”

儿子给母亲奉上一杯茶。

茶艺师朱文君指导孩子泡茶。

高邮市民陈娟女士指导孩子泡茶。

2 防“黑嘴”出没 监管手段升级

廖英强并不是第一个被盯上的
股市“黑嘴”。2008年，北京首放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汪建中就因
借推荐股票之机操纵市场， 遭证监
会罚没2.5亿元。

上交所方面表示，与以往相比，
当下的“黑嘴”荐股手段更加隐蔽 ，
规避监管意图明显。 针对股市 “黑
嘴”的监管保持高压态势。近日证监
会稽查部门集中部署了2018年专项
执法行动第一批案件， 集中打击通

过互联网、 自媒体肆意发表证券期
货虚假信息、充当股市“黑嘴 ”并从
中牟利等严重扰乱资本市场信息传
播秩序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表示， 将持续加强证券
期货信息传播和异常交易监控力
度，进一步密切加强与广电、工信 、
网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的执法协
作， 坚决打击严重扰乱资本市场信
息传播秩序的各类违法行为。

在资本市场虚假信息内容繁

多、传播迅速、影响恶劣的背景下 ，
如何防范更多“廖英强式”的“黑嘴”
出现？ 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任远律师看来， 对于通过散
布所谓内幕消息甚至虚假信息达到
操纵市场目的的违法者， 应在行政
处罚的基础上强化刑事惩戒， 对更
多试图以身试法的股市“黑嘴”起到
有效的震慑作用。在此之前，汪建中
已于2011年被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
处有期徒刑7年。 据新华社

求证 网贷记录已结清不会影响房贷申请
“蚂蚁借呗、京东白条、微粒贷

等产品， 在近半年内有2次使用记
录，银行将不予放贷。”最近，市民
徐女士在朋友圈发布这样一则消
息。网贷不能随便用了吗？日前，记
者走访我市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
制银行，多位银行人士回应：有过
网贷记录并不会影响银行贷款申
请，重要的是贷款是否结清。

“总体来说，目前房地产市场
调控的政策未变，房贷资金各家银
行还是严格把控的，并且利率上也
是在不断收紧，目前首套房利率普
遍要上浮20%，这一点短期应该很
难改变。” 市区一家国有银行的房

贷部负责人表示，不过“有网贷记
录不可申请房贷”这样的表述是不
准确的。“只要你名下网贷已结清，
并且信用记录良好，正常频率的网
贷、消费贷记录，不会影响房贷的
审批。”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个贷部门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对于个人贷
款，银行普遍还是会从政策与风控
的层面考虑。“市民使用较多的蚂
蚁借呗等产品，多属于个人消费贷
款范畴，偶尔几次网贷或者消费贷
记录， 不会影响在银行的车贷、房
贷的发放。当然，前提是这些贷款
必须结清。”

原因 防范个人消费贷杠杆资金流入房市

房贷审核与网贷是否结清有
关，这是为何？招商银行扬州分行个
贷部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银行正严
查个人消费贷资金用途和流向，严禁
杠杆资金流入房市。如果你名下有网
贷或消费贷尚未结清，资金用途的举

证难度比较大。市工行房贷部相关人
士也表示：“严查首付款，主要是响应
监管层去年底出台的规定。如今有的
炒房者首付资金都来自杠杆，存在较
大金融风险， 因此银行必须严格认
定首付款来源。”

提醒 短期内不要频繁查询征信或借贷

容易忽略的是，我市个别股份
制银行也会把个人征信报告的查
询次数， 作为放款的审批因素之
一。“如果近半年内， 你有6次以上
的征信报告查询记录，银行审批将
会更加审慎，除非你能提供一份令
人信服的、合适的情况说明。”一位
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

一般而言，每当贷款人申请蚂
蚁借呗、京东白条等产品时，放贷

机构多会查询贷款人的个人征信
记录， 来确认借款资质及额度等。
贷款人申请的个人消费贷产品越
多， 征信报告被查询的次数就越
多。对此，我市银行人士提醒市民，
维持良好的个人信用，尽量不要短
期内频繁查阅征信报告或频繁借
贷，否则多数银行贷款审核员将对
此产生疑问。

记者 张玉菁

（上接1版）
“刚果(布）队因为语言比较

好，所以训练起来难度不大。相
比之下， 孟加拉国留学生的赛
前准备更艰难一些， 他们第一
年来中国，对汉语不太熟悉，老
师训练都要带上汉语字典 ，一
句话要分解成一个字一个字来
讲解。”扬工院电信与信息工程
学院院长杨润贤介绍说，4月中
旬才确定参赛，5月上旬就开始
比赛了， 时间短任务重。“从确
定参赛开始 ， 每天早上7点培
训，一直到晚上10点，每天训练
时间超过10小时， 整天和上千
个零件打交道， 五一小长假老
师和学生都没休息， 全身心投

入训练。”

聚力服务“一带一路”
开展留学生教育

谈到获奖， 傅雷森说的最
多的是 “感谢”。“感谢学校、感
谢中国， 这次比赛对我以后的
工作很有帮助， 希望能够留在
中国工作， 也希望为两国友谊
发展作出贡献。”

杨润贤透露， 学院一直重
视留学生技能教育， 留学生专
业课都是小班化教学， 每周加
一次答疑课， 良好的基础加上
最后的冲刺， 最终这两个留学
生代表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

据了解 ，刚果 （布 ）和孟加
拉国参赛学生是扬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聚力服务“一带一路”
开展留学生教育 ，2016年首批
和 2017年第二批录取的留学
生， 学习领域为电气自动化技
术专业。

“在‘中国制造2025’和‘工
业4.0’新形势下，电气自动化技
术人才特别是智能电气控制技
术人才在国内外供不应求 ，这
是他们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 。
优异的比赛成绩更加确定了他
们今后学习的信心， 他们未来
就业目标是做一名优秀的电气
工程师。”杨润贤说。

扬州“洋学生”全国技能大赛夺冠

创新低 扬州上月CPI上涨1.3%
气候适宜，菜肉蛋价明显“跳水”

4月份扬州居民消费价格情况简析公布

本报讯 （国扬调 周晗） 日
前，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公布
了 《4月份扬州居民消费价格情
况简析》， 数据显示， 上月扬州
CPI同比上涨1.3%，同比涨幅比3
月份低0.6个百分点， 创下今年
以来新低。据了解，食品价格以
降为主，其中鲜菜、猪肉、鸡蛋等
主副食品价格出现明显“跳水”。

数据显示，4月份的食品价

格以降为主，其中14个小类环比
呈“4升9降1平”，涨面28.57%。

记者综合走访市场情况及
数据了解到，上月我市食用油、
鲜菜 、猪肉 、河虾 、鸡蛋等主副
食品价格均出现了明显下降 。
以鲜菜为例，由于气候适宜，我
市蔬菜供应充足，4月份鲜菜价
格环比下降1.8%，与3月份均价
相比， 扬州市在售的33种鲜菜

中21种价格回落。
猪肉方面， 受生猪出栏量

增加影响，猪肉价格开始走低。
数据显示，4月份猪肉价格环比
下降5.2%。 而受生猪价格走低
影响， 畜肉副产品价格环比下
降5.4%。另外，我市气温开始回
升，蛋鸡产蛋率提高，市场供应
充足，洋鸡蛋价格大幅回落，环
比下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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