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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转错账，到底该咋办？
微信转账错给他人难追回，引起广泛热议———本报记者 赵磊

近日，广东黄先生微信转
账8万元转错人， 后被对方拉
黑的事情， 引起社会广泛讨
论。因为不知道对方真实姓名
和账户信息， 黄先生无法立
案，而腾讯则以保护用户隐私
为由拒绝提供收款人信息，事
情进入了死循环。所幸在媒体
关注后，腾讯已和收款人联系
并进行沟通，并配合警方解决
该问题。记者了解到，此事并
不是孤例，我市市民邵女士近
日在利用手机转账时不小心

将3000元转错到他人账户，幸
好及时追回。

据了解，邵女士并不是微
信转账， 而是用手机银行转
账。 因为没看清， 手一滑，将
3000元转给了另一位和她有
过资金往来的收款人账户上。
由于和收款人有一定熟悉度，
邵女士和对方交流后，对方归
还了邵女士的3000元。

邵女士无疑是幸运的，如
果我们不小心转账转错给陌

生人该怎么办？记者请教了相
关专业人士。

食谱扩容 运动员有口福了
新增扬州特色菜肴和西餐等

本报讯 （杨跃萱 丁云）
省运会运动员们有口福了。昨
天， 记者从市食药监局获悉，
我市对运动员食谱进行了扩
容， 在原来25套的基础上，又
新增15套 。据悉 ，此次新增的
菜单上 ， 不仅有扬州特色菜
肴，还有部分西餐供选用。

省运会筹委会食品安全工
作部、 市食药监局餐饮监管处
夏忠贵介绍， 原来的25套运动
员食谱， 是在4月份制订的，进
入夏季，菜肴供应品种有变化，

有些菜肴需调整。“我们吸收了
酒店的一些建议， 并征求专家
意见， 最终确定新增的15套食
谱。目前，运动员食谱已增加至
40套， 应该说菜品已经相当丰
富。”夏忠贵说，酒店可根据需
求，在40套食谱中自由组合。

据介绍， 菜谱讲究荤素搭
配，既保证运动员的能量摄入，
又具有扬州特色，如“三鲜全家
福”、“红烧狮子头”、“鸡汁煮干
丝”等，都是扬州特色菜肴，让
运动员们“吃在扬州”。

老年人过斑马线这样走才安全

“益夕暖阳公益项目”进社区宣传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张玉峰）
“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但是
你们知道怎么走才安全吗？”日
前，“益夕暖阳公益项目” 走进
荷花池社区， 邀请市公安交警
一大队民警李民昌为社区老人
讲解过马路安全事项。

在经过多次交通安全大整
治后， 我市绝大多数司机都能
够做到“礼让斑马线”，但与此
同时，司机们却有了新的困扰。
在老城区， 一些老年人常常为
了少走几步路， 直接就近横穿
马路， 在一些有信号灯的斑马
线处，也常有老人结伴闯红灯。
李民昌说，通过监控发现，不少
老人接小孩放学时仍会忽视这
种安全隐患。

李民昌提醒老人们，不要认
为机动车一定会避让行人而随
意横穿马路，一定要从斑马线上

过马路，并且最好要招手示意司
机让行， 以防驾驶人因开小差、
打电话等引发交通安全事故。此
外，老年人在通过斑马线时最好
结伴通过，早晚高峰车流量较大
时， 在观察好路况后再予以通
行，切莫直接强行通过。

据悉 ，“益夕暖阳公益项
目”是由“一度微光”公益组织
的三位发起人申请组织的，旨
在为社区中老年人， 免费提供
有益的、 有趣的高品质教育培
训讲座。 据该公益项目有关负
责人介绍，活动启动之前，广泛
征求社区老人的意见， 听取他
们的心声， 看看他们最想听哪
些课，根据大家共同的心愿，有
针对性请相关专家授课。 下一
步，还将陆续走进社区，通过讲
座学习， 和居民共同创造身心
健康的生活。

确保优抚工作精准高效

仪征市扎实推进优抚驿站建设工作

本报讯 （林元润） 连日
来， 仪征市民政局围绕扬州市
《关于实施优抚驿站建设推进
优抚工作社会化的意见》 和仪
征市年度优抚驿站建设工作安
排，扎实推进驿站建设工作。

明确目标强责任，出台了
《仪征市优抚驿站建设管理暂
行办法》， 明确了优抚驿站建
设工作目标 、建设标准 、任务
要求和时间节点。保障资金促
建设，通过将优抚驿站建设资

金纳入镇政府年度财政预算、
仪征民政双拥资金补助、福彩
公益金项目补助等多种形式，
保障落实优抚驿站建设经费。
狠抓督查保进度，将优抚驿站
建设工作作为各镇民政工作
考核重要内容 ， 不定期采取
“听、看、访”等方式，对建设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 ， 并进行通
报。截至目前，仪征共建设优抚
驿站5个，为年底前实现优抚驿
站全覆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熊孩子”放暑假

仅苏北医院10天就接诊30个外伤缝线

安全意识别放假

6岁女孩从二楼摔下，头面部多处骨折

市区一6岁女孩不慎从自家二楼摔下，导致多发性颅面骨折，
被家人紧急送到苏北医院救治。记者近日从苏北医院获悉，女孩
经过对症治疗后，目前情况已有明显好转。据介绍，暑假来了，“熊
孩子”摔伤、烧烫伤等就诊者明显增多，仅苏北医院医学美容科10天就接诊
30个外伤缝线患儿，而烧烫伤急诊接诊的一半都是儿童。专家提醒，暑期家
长要教会孩子远离意外伤害。

小女孩小雪（化名）今年6岁，暑假来
了，由于父母白天要上班，小雪由奶奶照
顾。7月6日下午5点多，她在房间里玩耍，
奶奶则在厨房做饭， 她竟不慎从窗户摔
到楼下。

小雪的妈妈李女士介绍， 小雪摔下
去时奶奶也没看到具体情况。 家里房间
紧邻窗户的地方有张小床， 窗户无防盗
窗， 平时都是关着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窗子已经打开了，估计是她玩耍时不
小心从窗户翻下去了。

李女士说，小雪摔下去后受了伤，但
还能勉强站起来。“后来听说有好心邻居
把她送到家里。”李女士下班后，看到小
雪鼻子流血，脸上出现多处伤痕，着实吓
了一跳， 赶紧带着女儿来到苏北医院救
治。

苏北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施学
强介绍， 当晚小雪被送到医院时神志不
清楚，眼睛肿得很厉害。经过检查，诊断
为多发性颅面骨折，情况较为严重，被收
治到重症监护病房。

“目前采取保守治疗，颅内有血肿和
水肿 ，需要继续观察 。”施学强说 ，治疗
后， 目前女孩言语功能、 运动功能都还
好，正在进一步观察之中。

导语

记者从苏北医院医学美容科了解
到，进入暑假后，儿童意外事件多发。
“这10天以来，我们美容科接到的儿童
外伤患者有30个左右。”该医学美容科
副主任医师侯团结介绍， 大部分儿童
受伤部位在面部， 来美容科做清创缝

合。
一个13个月大的孩子不慎碰倒了

水瓶，烫伤了腿部；一个5岁男童，吃方
便面时不小心弄翻碗， 烫伤腿部……
昨天， 记者在苏北医院烧伤整形科病
房看到，床位已经满员，其中小孩烧烫

伤人数约占了三分之一。 该烧伤整形
科副主任医师徐刚介绍，“夏季儿童身
体皮肤多裸露，加之儿童活泼好动，常
打翻家中东西， 这就加大了烧烫伤意
外发生的几率。”

案
例

6岁女孩二楼摔下
颅面多发性骨折

数据 10天接诊30个外伤儿童

如何防止儿童发生高处意外坠
落？施学强提醒，最好要做好家庭的防
护措施。除了及时送医院治疗外，送医
前的一些急救方法也很重要。 首先家
长要观察孩子摔伤在哪个部位，另外，
要注意观察小孩状态是否特别异常，
有的孩子颈部有损伤， 这时家长记住
不要随意搬动颈部。 如果小孩身体状
态明显异常，家长在不明确的情况下，
也不要随意轻易搬动宝宝身体， 以免
加剧损伤， 应尽量保持相对固定的状
态。 如果小孩神志不清楚， 一定记得
观察有无呕吐等不适症状， 如果出现
呕吐，记得将孩子头侧过来，防止出现
窒息等情况。

当孩子不慎出现烧烫伤， 怎么办
呢？徐刚提醒，应牢记“冲、脱、泡、盖、

送”五步骤。烫伤部
位用清洁的流动冷
水 轻 轻 冲 洗 或 浸
泡， 冷水可让热迅
速散去， 以降低对
深部组织的伤害 。
在充分的冲洗和浸
泡后， 在冷水中小
心除去衣物。 可以用剪
刀剪开衣服， 千万不要
强行剥去衣物， 以免弄
破水泡。对于疼痛明显者，可将伤
处持续浸泡在冷水中10分钟-30
分钟。 使用干净的或无菌的纱布或棉
质的布类覆盖于伤口，并加以固定。如
果烫伤部位处于头面部、胸口、生殖器
等身体脆弱或重要的部位时， 以及烫

伤 部 位 皮
肤出现破溃、面积较大的情况时，一定
要即刻送医，以免留下永久伤害。

苏宣 丁云

支招 意外发生时家长这样做

西北区域将现“绿水青山”
新城高级中学中间河道工程开工，官河有望本月整治———

邗江区清水活水工程又有
“大动作”。 记者日前了解到，西
区新城高级中学中间河道工程
开工 ， 臭水沟官河有望本月整
治， 西北区域将现 “绿水青山”
“小桥流水”。

河道开挖，打造“小
桥流水”景观

近日，西区新城高级中学中
间河道工程开工。 这一工程，是
西区新城高级中学两地块中间
公共河道和景观绿化工程的组

成部分， 工程预计10月底竣工。
未来 ， 西区新城高级中学将现
“小桥流水”。

西区新城高级中学中间河
道工程包括河道开挖及岸坡回
填 ，河道全长约1.98公里 ，该工
程位于新城西区拓展核心地块，
主要进行公共河道和景观绿化
工程，该区域规划的核心理念是
充分利用挖掘中部区域良好的
水域及低洼湿地形成中央公园
水系，并与周边校园水系有机联
系沟通 ， 延伸贯穿至生活休闲

区 ，形成网状小水面 ，水边结合
置石和水生植物，形成相对围合
的空间，使师生在生活区欣赏到
美丽的水景，兼顾水系的可观赏
性。 项目河道开挖面积约56327
平方米，河道深1.5米，绿化面积
57100平方米， 同时设置公共卫
生间2座、景观亭3组 、廊架2组 、
观景平台3处、 表演看台1处、主
题雕塑小品3组， 同时铺装塑胶
4800平方米 、 花岗岩3100平方
米。

官河有望本月整治
再现“绿水青山”

记者近日从邗江区了解到，
竹西街道官河 （邗江区段 ）整治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
理情况正在公示，工程计划投资
600万元，预计本月开工整治。

邗江区竹西街道官河（邗江
区段 ）目前水质较差 ，内部营养
盐大量过剩，导致水体中好养性
有机污染物和氮磷元素含量居
高不下 。 夏季部分水域水体黑
臭 ，景观效果极差 ，影响扬州市
整体水环境。整治工程北起上方
寺路与玉人路交叉口 ， 南至邗
沟，整治是通过系统推进黑臭水
体整治和城乡污水处理，加强水
系沟通和活水循环，推动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改善城乡环境。

官河 （邗江区段 ）综合整治
工 程 包 括 外 源 阻 断 （控 源 截
污 ）、内源控制 （清淤疏浚 、驳岸
改造 ） 和水动力改善 （沟通水
系 、补水活水 ）。外源阻断 （控源
截污）主要是对两处村民畜禽圈
舍排口直接封堵，厕所改造拆建
化粪池。对四处雨污混流排口增

设溢流井 ，并保留排口 ，污水接
入上方寺路污水管道 ，雨季时 ，
雨水溢流入河。对黄金疏导点污
水排口进行内部整改，污水通过
增设管道向西排入江都北路市
政污水管道 ；内源控制 （清淤疏
浚 、驳岸改造 ）主要是对现状河
道进行清淤 ，清除河底淤泥 ，对
现状驳岸进行生态化改造，在河
道两侧土质斜坡常水位线上以
种植草及灌木为主，并注意在河
口顶缘沿线培植一排灌木，以增
加河道线形的美观效果。河道两
侧注意采用景观绿篱或栏杆进
行隔离 ，以保证人群安全 ；水动
力改善（沟通水系、补水活水）主
要是在官河南北向河段北端拆
建闸站一座，既活水，也排涝，还
挡洪。

那利新 张孔生

手机银行转错账A
我市银行工作人员建议，在

发现汇错账户后，客户最好尽快
到就近的银行柜台，凭转账当天
的打印凭条向银行工作人员核
实对方账户是否存在。如果对方
账户不存在或无效，则款项将在
一定时间内自动回到汇款人账
户。 但如果对方账户真实存在、

有效，那么汇款人可以要求银行
工作人员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
如果银行不愿提供对方个人信
息，汇款人则应该向公安机关报
案 ， 要求公安机关出面介入调
查。

公安机关会要求银行查实
对方身份，然后和对方沟通是否

愿意把钱退回。若对方不肯将钱
退回，汇款人可以凭借汇款单到
法院提请民事诉讼，法院可采用
不当得利的法律条款协助汇款
人将钱追回。

此外，汇款人还可以携相关
证据到当地法院请求诉前保全。
法院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账号
和用户名，到收款方账户的开户
银行查封账号，并根据对方在银
行留下的个人信息和对方取得

联系。如果对方不承认或不愿归
还，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
院可以强制执行。

第三方支付平台转错账B
针对现在微信转账、支付宝

转账这两类方式较为频繁，警方
提醒广大市民：在使用第三方支
付平台转账时，一定要再三确认
需要转账的金额、卡号和收款人
信息等，以免转错款而引发不必
要的麻烦。

目前支付宝通过媒体提醒
用户，如果在使用支付宝时发现
有转错账的情况，可以直接联系
支付宝客服，客服会在保护用户
隐私的情况下 ，联系对方 ，但不
保证一定能要回。

而微信所属的腾讯方则强

调，保护用户隐私是互联网公司
的底线 ， 只有司法机关要求协
助，才会配合，如果是个人需要，
则无法突破底线。我市一位业内
人士支了个招 ，在微信 “我的钱
包 ”页面中 ，有一个转账延时到
账的功能， 用户可选择延时2小
时或24小时。这样如果转错账并
及时发现的话，就可以联系微信
客服申请取消转账 。 该人士表

示，这项功能是很实用且很有必
要的，建议广大市民尤其是经常
使用微信转账的市民，一定要设
置好这个功能。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特别报道

全民动起来 江苏更精彩

基 层 快 讯

近日， 经圩村携手万科
金色梦想， 请来一批老手艺
人为居民提供修鞋、磨剪刀、
缝补衣服等服务， 收到了居
民们的一致点赞。 而对于老
手艺人们的精湛技艺， 也让

社区工作人员们有所感悟。
他们表示， 作为基层的党员
干部， 也要不断学习和传承
老手艺人身上的匠人精神，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出
不平凡的业绩。 王鑫

老手艺人走进社区送服务

近日， 殷湖社区邀请辖
区适龄青年和家长以及现役
军人家长代表召开第二届夏
季征兵工作动员会。 会上播
放了征兵专题宣传教育片，

介绍了今年征兵政策的变动
情况， 鼓励大学生们携笔从
戎。 并现场给三位母亲颁发
“优秀兵妈妈”荣誉证书。

丁右晨

专题会议抓实夏季征兵工作

近日， 曲江街道新农村
关工委邀请五里庙派出所警
官开展法制讲座， 为辖区青
少年和家长普及 《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法》知识，引导青少年和家长
时刻树立法制意识， 预防违
法犯罪事件发生。 蒋桂岁

法制教育讲座进社区

今起迎“加长版”三伏天
明后最高温37℃周末或略有下降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今
天， 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
三伏天，其气候特点是气温高、
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今年三
伏天有40天，堪称“加长版”。据
昨天下午4时， 市气象台发布的
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今天晴到

多云，气温26℃到36℃；明天晴
到少云，气温27℃到37℃；后天
晴到少云，气温27℃到37℃。从目
前最新的气象资料看，20日晴到
多云，气温27℃到36℃；21日晴到
多云， 气温26℃到35℃；22日多
云有时阴，气温26℃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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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工程建设现场。

资料图片
近日， 双桥社区党总支

对社区职工书屋进行提档升
级， 购买廉政书籍建立廉政
书吧， 免费向对党员群众和

退休职工开放。 进一步拓宽
大家学习廉政知识的渠道，
营造“爱廉、尊廉、崇廉”的良
好社区氛围。 张云

书香润廉进社区

近日，曲江街
道新星社区校外

辅导站联合广陵

区新星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为社区

青少年上了一堂

“垃圾分类从我做
起 ” 的绿色环保
课。 任世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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