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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赵莉） 想创业

的青年，现在将获得一个有力的

支持。昨日上午，2012青年创业

行动启动仪式在合肥启幕。安徽

青年创业者协会受邀担任该活动

的创业指导单位。

据介绍，安徽青年创业者协

会是团省委牵头组织成立的联合

性、专业性、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成立于 2011 年 3 月。据

悉，“2012青年创业行动”旨在推

进我省青年创业的公益活动。

欲创业青年，请看过来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记者

从合肥市人民政府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获

悉，2012 年，建行安徽省分行将

重点支持合肥市建设投资集团

等“大合肥”建设骨干企业、合

肥京东方等平板显示产业、中盐

安徽红四方、马钢（合肥）钢铁

等传统优势制造业以及中小企

业的发展。

据悉，目前建行在合肥地区

融资总额达到 560 亿元，支持了

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并在滨湖

投资建设总行生产基地，创新发

放全国建行系统首笔小微企业

“信用贷”，为支持合肥小微企业

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合肥市与建行“牵手”合作

危险还未结束。

通用车“飞”上人行道，撞毁

一小型指示牌后，终于停下。而

货车硬是一头撞上附近的巨型指

示牌，指示牌顺势倾斜，根部将地

面撬动，不断隆起。

货车车厢严重变形，两名驾

乘人员被困车内。由于撞击过

猛，车厢满满一车黄沙瞬间倾泻，

险些将临近的通用车“活埋”。

消防赶到后，紧急施救，利用

液压扩展器撑开车厢，历经半小

时努力，两名伤者被送医救治。

记者了解到，拉沙货车为六

安牌照，夜里从六安拉沙去淝河

路一工地。两名伤者腿部受挤

压，并无生命危险。

两辆无故遭损毁报废的轿车

车主则心疼不已，表示车辆买来不

久，已经报废，平均损失十多万。

目前，市政人员已经对损毁

的护栏、指示牌进行清除更换。

事故具体原因和责任则有待进一

步调查。

货车撞击巨型指示牌车毁人伤，指示牌倾斜砸墙

昨日凌晨 3 时许，在省城太

湖路与宁国路交口西侧，相继发

生多起连环车祸，导致事故车辆

悉数损毁。车祸殃及一排护栏

和一根巨型指示牌，并造成两人

不同程度受伤。

直至昨日上午 6 时许，事故

车辆被清理完毕，而后续的基础

设施恢复建设则需待时日。

马芹芹 记者 张敏/文 黄洋洋/图

轿车失控撞护栏 引发连环相撞
运沙车避让撞飞路边两私家车，撞垮巨型指示牌

记者赶到现场时，整个事故

现场横七竖八停靠了多辆事故车

辆，根据附近一小区保安的逐一

描述，这起连环车祸的轮廓逐渐

浮现。

“一辆马自达轿车沿着太湖

路由东向西行驶，不知何故突然

失控，一头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

护栏。”几声碰撞的脆响，轿车发

生倾翻，四脚朝天。

待保安赶出细看时，只发现

从车内后排钻出一男一女，“年轻

人，都没有受伤，奇怪的是，却始

终没有人承认是驾车人，或许司

机出事后就很快离去。”

目击者称：“这一男一女有些

异常，躲在角落处惊魂未定，但身

上有明显酒气。”

轿车失控突撞护栏倾翻，驾驶员去向不明

事故发生后，在由西向东的

车道上出现了一辆满载黄沙的货

车。货车临近事故现场时，开始紧

急避让，“司机猛地朝右打方向盘，

又撞上了路边停靠的两辆轿车 。”

这两辆轿车分别为大众斯柯

达和通用轿车，两车都无人，临时

停靠在小区门口的停车线内。

货车来势汹汹，车速飞快，两

辆一前一后停靠的轿车惨遭连环

撞击。“轿车就像玩具车一样，被

货车撞得七零八落，甚至那辆通

用轿车被撞飞十多米远。”斯柯达

轿车则方向逆转，直接朝着路边

的小区大门撞去。

迎面而来运沙车紧急避让，撞飞路边两轿车

星报讯（宁向尚 记者 王玮

伟） 近日，百盛集团旗下肯德基

联手人人网创建曙光基金公共主

页，以方便曙光基金学子能够顺

畅沟通互动。

据介绍，中国肯德基曙光基

金是肯德基与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合作成立、用于长期资助

家境贫困但品学兼优大学生的

专项基金。

资料显示，中国肯德基曙光

基金成立于2002年9月，一期、二

期的资助总额超过8000万元，将

有超过15000名学子获得资助。

肯德基启动“线上基金”

星报讯（李晶 记者 赵莉）

记者昨日获悉，清明临近，3 月

24 日，合肥市大蜀山文化陵园

将举办春季生态礼葬，之后系列

清明活动将陆续展开。

春季生态礼葬接受报名

据介绍，春季生态礼葬仪式

将由专业殡葬礼仪师全程策划，

采取一套全新的，极富人性化的

告别及祭祀礼仪，引导家属送别

挚爱亲人。

从即日起至3月22日，陵园

将继续接受市民报名（电 话 ：

0551-2851993、5382977），并可享

受森林葬“优惠月”活动。

24日当天，文化陵园还将联

合安徽省生命文化研究中心等单

位召开“论道生态礼葬.对话清风明

月——2012年生命文化清明论坛”。

文化陵园祭扫有专车

为方便清明前往大蜀山文化

陵园祭扫的客户，陵园将于4月2

日、3 日、4 日（8：00~16：30）安排

专车免费接送，中途停靠大铺头

站、军官培训中心站、野生动物

园站、蜀山森林公园站。市民

可乘坐公交快 4 线、3 路、22 路、

118 路、20 路、801 路，分别在军

官培训中心、大铺头、蜀山森林

公园、野生动物园站下，转乘陵

园免费班车。

春季生态礼葬：托体同山阿
将于下周六在大蜀山文化陵园举行，市民即日可报名参加

以保障业绩为先 交银谢绝大额申购
近日，交银施罗德发布公告表示，为充分保证基金份额持有者的利

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的需要，暂停旗下交银增利、双利两只债券型基金

的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近期，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低风险产品业绩回

暖，引发资金追捧，而为了保护原持有人利益，一批低风险产品集中宣布

限制大额申购，有的甚至直接关闭申购。据悉，今年以来，交银旗下以交银

增利为代表的固定收益产品规模上升较快。暂停接受大额申购这主要是

因为目前的债券、货币基金相对股票基金而言风险较低，如果有巨额资金

进行申购不仅稀释了当前持有人的利益，而且还会造成基金收益率出现大

幅波动，如此一来，既损害了持有人，也对基金的整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星报讯（李平 记者 刘欢） 两

个多月间冒用不同姓名，先后到

县城 11家商店应聘，目的不是为

了求职，而是行窃。3月16日，以

应聘为幌子，共盗窃 11名店主或

店员现金6540元的女青年小周，

被肥西县法院当庭判处有期1年

零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

26岁的小周家住肥西县上派

镇某村。去年 7 月的一天，小周

自称“杜某某”，到县城一家服装

店，应聘营业员。次日中午，周趁

店主出去吃饭，用店主放在柜台

的钥匙，打开抽屉，盗走1100元现

金和一部手机。

几天后，小周又以“李某”身

份，在县城一家鞋店应聘。她溜

到鞋店二楼仓库，从店主的一个

挎包中盗窃现金1000元。

此后的一个多月，小周又先

后到县城另几家商店，以同样手

段，共盗窃店主、店员现金计6540。

冒名应聘不为求职只为偷

星报讯（马芹芹 记者 张敏）

昨日清晨，在省城凤台路鸭林冲

东寓新村门口，一辆越野车前后

车牌被盗，稀奇的是，盗贼索性留

下了“高价赎回”的纸条。

车主刘先生称，事发前夜，自

己将车停靠小区楼下，次日清晨

意外发现前后车牌不翼而飞，车

挡风玻璃处还留着一张纸条，上

面是歪歪扭扭的几行字，“要是想

要回车牌，就打这个号码……”

刘先生在附近草丛和下水井

中寻找一番仍未发现车牌踪迹，

当即报警。他咨询过交警，须尽

快到车管所报备车牌遗失，防止

小偷将车牌当作套牌使用，将违

章嫁祸到车主身上。

警方也建议各位车友采取

报警的措施，不要轻易与小偷妥

协，以免助长了嚣张气焰。在补

办牌照之前，还需要按规定办理

“登报声明”。

盗走车牌 留“高价赎回”字条

星报讯（记者 王玉） 昨日清

晨，由于北京大雾，多趟航班陆续

取消。受其影响，合肥机场出发的

乘客也开始担心自己的航班受到

影响，好在此次大雾之前，许多航

空公司已经开始提前做出预案，机

场没有大量乘客滞留。

昨日清晨，合肥机场早间7:

55，前往北京的 MU5169 航班就

受北京大雾影响，被迫在合肥机

场等待。该趟航班被延误到 10:

36才起飞前往北京，延误了近3

个小时。

与MU5169 航班同样情况的

CA1846 航班，原定计划 8∶00 起

飞，被延误到 12∶01起飞；原定计

划 9:30 起飞前往北京的 CA136Z

航班，也被延误了近2小时后才

起 飞 。 此 外 ，MU5279 航 班 ，

CA1844 航班分别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

同时，由于厦门城市的大雾

影响，合肥前往厦门的航班，也被

迫延误。其中早间8:00前往厦门

的 MU2273 航班、MF8528 航班、

MU5597 航班、CZ3833 航班分别

被延误，延误最短时间 1 个多小

时，最长时间达到6小时之久。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昨

日合肥前往北京的航班中，还有

两趟航班因为北京大雾天气严

重，无法飞行，直接取消。其中，

CA1543 航班原定计划 15:05合肥

起飞，被迫取消；原定计划 17:20

起飞，前往北京的航班也被告知

取消。

北京大雾 延误合肥多趟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