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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随着各类交
费平台的出现，市民的生活支付方式
发生了变化。开学季，学费缴纳问题
成为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到银行缴
款有各种不方便，记者了解到，越来
越多的银行提供在线缴纳学费的服
务，为市民和学校排忧解难。

此外针对高校学生返校出行，不
少银行也推出乘车购票的优惠。

多家银行开通手机线
上缴学费功能

学费缴纳的繁琐给家住戚墅堰
东方社区的吴女士留下了深刻印
象。“过去到银行交学费要找停车位
不容易，如果遇到营业高峰还得等个
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以上，上班的人伤
不起。”吴女士说，她的孩子正读初
二，去年缴费就很折腾。

记者了解到，包括农业银行、建
设银行、江苏银行等常州多家银行已
上线学费代扣代缴业务，或通过平台
开通在线缴纳学费的业务，包含常州
多家中小学、高校，学生家长只要按
要求将学费汇入指定账户即可。

在常州市清潭实验小学、常州市
钟楼实验中学、常州市北郊高中等中
小学，以及天宁区、钟楼区、经开区等
部分幼儿园，可以通过江苏银行手机
银行缴费项目来缴纳学杂费。在学
杂费系统中选择学校后，再填入班
级、个人名字就可以缴费了。

此外，还有银行推出学生专属金
融服务，例如建行和常州多家高校就
建立了“学生惠”业务合作。签约的
学生可通过电子银行渠道与家长的
同行账户做“亲亲账户”绑定，可享有
AA 收款、ATM 预约取款、手机账号
支付、E+账户绑定和查询等适用于

学生特点的电子银行服务产品，也可
享受免收短信服务费、卡工本费、卡
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优惠。还有
浦发银行“海外学费一键汇”业务，家
长无须购汇，汇出的人民币能自动转
换成外币，手机扫码就可以完成汇
款。据了解，该业务是 7×24 小时全
线上操作，都是中文界面。汇学费单
笔最高可支付等值 5 万美元学费，最
快两个工作日到账。“目前支持全球
8500 余所院校，手续费 200 元。”该
行客服称。

银行推出乘车购票优
惠，最高立减62元

随着中小学开学，高校返校潮也
到来了。近日，记者获悉，银行推出
了乘车购票的优惠。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7 日，云闪付 App 用户、军人
保障卡用户在 12306App 购买火车
票可享受优惠。

据悉，用户购票时在支付页面选
择“中国银联”并使用云闪付 App 完
成支付，即享最高 62 元立减优惠，名
额有限。活动期间，持有军人保障卡
的用户在 12306App 或者 12306 网
站购买火车票，在支付页面选择“中
国银联”并使用军人保障卡支付票
款，即享满 10 元立减 10 元的优惠，
优惠名额有限。

据了解，云闪付App是在中国人
民银行的指导下，由各家商业银行与
银联共同开发建设、共同维护运营，
汇聚产业各方之力的移动支付统一
入口平台。截至目前，云闪付App已
经能够支持国内所有银行卡的绑定，
230多家银行的持卡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使用银联二维码支付。

孙婕

开学季，常州多家银行——

推出智能缴费和学生乘车购票优惠服务

本报讯 近日，武进区西
湖街道开展蠡河公园环保公
益彩绘活动，来自礼河实验
学校的数十名学生通过明快
的色彩、呆萌的卡通形象等
创意彩绘体现“环保”主题，
为石墩赋予了靓丽外表。

“太阳能量”“美好城市”
“沉睡的月亮”⋯⋯当天下
午，礼河实验学校的孩子们
和社区志愿们聚集在蠡河公
园门口，有的配色、有的构
图、有的勾勒、有的涂抹，分
工合作，在他们的笔下，一个

个以“环保”为主题的创意彩
绘展现在石墩上。

据悉，此次活动的初衷
是想在美化环境、亮化城市
的同时，营造积极向上、绿色
环保、健康文明的生活氛围。

（吕亦菲 蒋娜 图文报道）

蠡河公园的石墩披上“环保新衣”

本报讯“医生，我们孩子比同龄
人矮小，是不是缺锌啊？”最近，市妇
保院儿保科接待了不少焦急咨询是
否需要给孩子做微量元素检测的家
长。新生儿科主任、儿保科主任王淮
燕表示，近来网上关于孩子是不是要
查微量元素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热议，
查还是不查，让家长们很纠结，建议
大家要科学认识微量元素这项检查。

王淮燕介绍，微量元素在人体中
存在量极少，通常指低于人体体重
0.01%的矿物质，其中必需微量元素
包括碘、锌、硒、铜、钼、铬、钴、铁，人体
可能必需的元素包括锰、硅、硼、钒、
镍，具有潜在毒性的元素包括氟、铅、
镉、汞、砷、铝、锡。微量元素在体内含
量虽然微乎其微，但却能起到重要的
生理作用。如果某种元素供给不足，
就会发生该种元素缺乏症；如果某种
微量元素摄入过多，也可发生中毒。

那么，哪些宝宝需要做微量元素
检测？

一般微量元素检测是孩子有了
症状以后才进行检查，也有特殊情况
下需要排查的，比如高血铅，工业污
染以及生活中儿童玩具、汽油、家庭
成员从事铅作业者等都会引起儿童
血铅增高。根据我国卫生部门相关
规定，血液中铅含量为 100ug/L~

199ug/L为高血铅症，铅含量大于和
等于200ug/L考虑铅中毒。

市妇保院儿科门诊每年都会发
现几个血铅水平高达 200 以上的铅
中毒儿童，因此，父母们一定要重视，
特别是有相关铅接触史的儿童，需要
定期检查血铅水平。

此外，先天不足的婴儿，比如早
产儿、多胎儿、低出生体重儿，以及在
成长发育中出现长期腹泻、反复呼吸
道感染、生长缓慢、食欲下降、皮肤粗
糙、脱发、反复口腔溃疡等症状，可以
到正规医院做微量元素检测，为医生
诊断提供参考。当然在这种有必要
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情况下，化验结果
也只是一个参考。

王淮燕提醒，有些药店、母婴店
有免费检测微量元素的项目：用一种
带小夹子的仪器，把夹子夹在手上
后，电脑上很快就显示出钙、铁、锌、
硒等各种微量元素的检测数值。这
种检测方法，其实并不靠谱，还是建
议到正规医院检测。建议家长把对
孩子的喂养重点放在均衡营养上。
如果孩子的体格生长在正常范围内，
进食正常，营养摄入正常，没有频繁
的呼吸道、肠道感染，就没有必要检
测微量元素，均衡饮食即可。

（吴利 妇幼宣 徐丹）

儿科专家为广大家长解惑：

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检测微量元素

本报讯 2018 年暑运期
间（7 月 1 日~8 月 31 日），常
州机场共完成旅客吞吐量
60.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9.8%左右；实现航班运输
起降4739架次，同比增长近
26.9%。暑运期间，共实现
货邮吞吐量 3959.9 吨，同比
增长90%左右。

今年暑运期间，常州机
场各项客运指标保持高增

长态势。尤其是今年 8 月
份，探亲流、外出旅游客流
和返校的学生流多重叠加，
每天进出港航班和客流均
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日
均客流量近万人次。据统
计 ，该 月 完 成 旅 客 吞 吐 量
30.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近
30%，创单月旅客吞吐量历
史新高。

为满足旅客出行的需

求，常州机场不断优化航线
航班，先后新增贵阳、南宁、
泰国普吉岛等航线，加密澳
门、越南芽庄、大连、青岛等
国内外热点航线，极大丰富
了暑期旅游市场。暑假期
间 ，滨 海 旅 游 呈 现 火 热 态
势，青岛、三亚、海口、芽庄、
曼谷等城市航班客座率均
保持在85%以上。

（机场萱 马静）

上月运送旅客数量创单月历史新高

暑假期间

常州机场运送旅客同比增长近3成

这两天受弱冷空气影
响，气温在数字上有所下
降，但是室外体感高温依旧
有34℃。不禁有网友调侃：
开学了，打败大家的不是

“起不来”，原来是“天蒸热”。
但 是 随 着 弱 冷 空 气

的影响，最低气温下降还
是明显的，尤其是今天，

最低气温降至 23℃，早晚
凉意初显。当然，想要真
正告别 30℃，还是得指望
7~8 日的这股冷空气，届
时大家会更明显地体验
到夏末秋初的感觉。

眼看着步入秋季，不
少小伙伴一到这时候就会
产生过敏、鼻炎、上火等身

体不适，这主要是由于秋
天空气中水分减少，也就
是俗称的“秋燥”惹的祸。
因此大家除了多喝水注意
保湿外，还要多食果蔬，加
强锻炼，保证充分的休息，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
加强身体机能入手才是王
道。 尹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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