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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信用卡发卡15周年，发卡量已突破1 . 17亿张

三三款款新新产产品品开开启启创创新新发发展展新新里里程程
本报济宁9月13日讯（通

讯员 贾晓黎) 8月30日，建
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在上海举
办“龙卡信用卡发卡15周年暨
新产品上市发布会”，发布了
面向客户的15周年系列回馈
活动，同时推出龙卡MUSE信
用卡、龙卡留学生信用卡和龙
卡贷吧三款各具亮点权益功
能的新产品，开启下一个15年
的创新发展新里程。

建设银行于2003年8月发
行首张国际标准龙卡双币种
信用卡。15年来，建设银行信
用卡始终秉承“一心一意服务
好客户”的初心，创新发展，服
务民生，引领行业，在中国信
用卡行业的发展历程中书写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建
行信用卡发卡量已突破1 . 17

亿张，客户总量超过8700万
户，是国内信用卡客户数最多
的银行；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6400亿元，是全国发放信用卡
贷款规模最大的银行；15年来
累计拉动消费超过14万亿元，
累计为2 8 0 0多万客户提供
8000多万笔分期贷款，对消费
经济的贡献持续提升；信用卡
商户总量超过200万户，在全
国联网商户拓展机构排位中
持续领先；客户总量、贷款余
额、分期交易额、分期收入、资
产质量等关键指标同业第一。

此次发布会围绕“感恩有
您，幸福永久”的主题，特别邀请
了持卡15年客户代表来到现场，
分享15年来龙卡信用卡给生活
带来的美好改变及难忘瞬间。

为配合信用卡发卡15周

年庆祝活动，建设银行将在今
年下半年开展丰富多样的客
户回馈活动，包括微信天天抽
奖百分百有礼、随付贷商城15
倍积分、龙卡美食惠之乐享团
圆饭、“慧兜圈”商户百城万店
天天惠、京东美团绑卡有礼
等；同时推出了龙卡MUSE信
用卡、龙卡留学生信用卡及龙
卡贷吧三款各具特色的新产
品。龙卡MUSE信用卡精准定
位年轻女性和时尚客户群体，
打造女性客户境外用卡消费
首选卡片；龙卡留学生信用卡
面向留学生家庭发行，提供涵
盖留学咨询、出行保障、境外
用卡等覆盖留学生活前、中、
后的全方位服务；龙卡贷吧针
对客户实现信用卡“立等可
用”的极速用卡服务，是建设

银行信用卡深入推进场景服
务的又一利器。

15年来，建设银行济宁分
行始终坚持在创新发展中服
务百姓民生、建设现代美好生
活之路，在致力于持卡人端的
金融工具创新的同时，扎根实
体经济，打造商户端高效、便
捷、多样化的消费环境，大力
发展衣、食、住、行、娱、购等与
生活息息相关的商户。

目前，建设银行济宁分行
已实现信用卡发卡量突破46万
张，累计拉动消费超过600亿
元，在同行业中稳居前列；信用
卡业务贷款余额26 . 3亿元，稳
居同业第一；信用卡商户总量
1 .4万户，在全市联网商户拓展
机构排位中始终保持领先地
位。相继创新推出集优惠洗车、

道路救援、高速公路绿色通行
等服务于一身的车主客户专
属产品--鲁通龙卡汽车卡；扎
根社区、服务民生、提升社区居
民生活品质的家园龙卡；整合
刷卡支付、微信、支付宝多种支
付方式于一体的慧兜圈特惠
服务平台，满足了商户全渠道
支付结算和复合账单管理的
需求，受到百货商超、餐饮集
团、药品连锁等重点优质商户
认可,形成消费者及商户共赢
的普惠金融生态圈。

十五载，意味着一段前行
征途；十五载，更意味着一个
崭新起点。建设银行济宁分行
将继续一心一意服务好客户，
不断创新发展，落实普惠金
融，风雨无阻成就广大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齐齐商商银银行行济济宁宁分分行行开开展展系系列列金金融融知知识识宣宣传传

本报济宁9月13日讯
(通讯员 张兰) 为持续推
动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金融知
识普及工作，引导和弘扬金
融正能量，齐商银行济宁分
行坚持阵地宣传与“九进”宣
传有机结合，扎实开展了系
列金融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该行各
营业网点通过LED屏，自助
机具显示屏等播放宣传口
号，营造浓厚宣传氛围，通过
走进街道社区、走进商超广
场、走进厂矿企业等区域，开
展了“反假货币 人人有

责”、“了解支付结算基础知
识 维护个人资金账户安
全”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向广
大市民、企业员工详细讲解
真假币辨别方法、个人支付
结算注意事项等知识，提升
了广大市民的金融素养和防
范风险能力。

未来，该行将继续深入
推进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不
断走进校园、走进公园、走进
工地等区域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真正
拓宽广大金融消费者获取金
融知识的途径。

本报济宁9月13日讯（通
讯员 郑勇） 日前，由世界
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办的第十五届“世界
品牌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
发布了2018年《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分析报告。中国人
寿连续15年入选，位列第5
位 ，品 牌 价 值 高 达 人 民 币
3253 . 72亿元，比去年增长
382 . 16亿元，在入选的保险

企业中蝉联第一。
此次为中国人寿品牌连

续第15年入选《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排行榜前十名，品
牌价值较初次入选时上升了
2826 . 05亿元，品牌社会影响
力和公信度持续提升。

据了解，世界品牌实验
室(World Brand Lab)是一
家国际化、专业性的品牌研
究机构，总部在美国纽约，由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欧元之父”、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Mundell)担任主席。
实验室专家和顾问来自美国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级学
府，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许
多企业并购过程中无形资产
评估的重要依据。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连连续续1155年年入入选选《中中国国550000最最具具价价值值品品牌牌》

本报济宁9月13日讯(通讯
员 贾依涵 ) 进入9月份以
来，华夏银行济宁分行积极组
织辖属各支行网点，立足厅堂
开办各类“金融课堂”宣讲金
融知识，走进社区、学校等开
展丰富多彩、百姓喜闻乐见的
金融活动，寓教于乐，提升消
费者金融素养。

按照济宁银监分局、人民
银行相关要求，8月29日，华夏
银行济宁分行专门召开2018年

“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
进万家”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启动
会，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各支行(营业部)负责人参
会 ,提升认识，明确要求，制定
部署宣传方案。

进入9月份，华夏银行济
宁分行辖属3家网点利用电子
屏播放活动口号，并在营业厅
堂设置宣传服务专区，配备厅
堂金融知识宣传员，发挥厅堂
宣传主阵地作用，开办系列

“金融知识小课堂”，将金融知
识宣讲穿插进厅堂服务中，重
点对青少年、老年人等消费群
体开展知识普及和宣讲。9月5
日，华夏银行济宁分行营业
部、任城支行针对低净值人群
分别开办“金融课堂”，普及金

融知识，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珍爱征信记录，警
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月6日，华夏银行济宁草
桥口社区支行针对厅堂客户
开办“金融知识小课堂”，讲解
金融消费者权利内容和如何
维权、如何识别非法金融广
告、选择正规金融服务、如何
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保
持理性投资，以及如何防范电
信诈骗等金融知识。

除了依托厅堂主阵地宣传
外，华夏银行济宁分行辖属各
支行网点还组织专人走进社
区、学校等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寓教于乐。9月3日至9月7日，华
夏银行济宁任城支行持续走进
领秀庄园、仙营社区等周边居
民区，在社区居民中开展点钞
大赛，穿插宣讲电信防骗、假币
识别技巧，提醒居民远离非法
集资，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9月5日，华夏银行济宁草
桥口社区支行走进“梦想教
育”培训学校开展金融知识宣
传活动。提升金融素养，争做
金融好网民从娃娃抓起，针对
学生群体宣讲金融知识，讲解
案例拒绝“校园贷”、“现金
贷”，坚决抵制校园不良借贷，
营造和谐金融环境。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
华夏银行济宁分行在行动

齐商银行街头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H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