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行信用卡发卡15周年 新产品“三箭齐发”开启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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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持卡人15年来的一路
相伴，发布面向客户的15周年
系列回馈活动，并同时推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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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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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聊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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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实现信用卡发卡
量突破35万张，是全市同业银
行中信用卡发卡量最多的银
行；累计拉动消费超过 400亿

元，信用卡商户总量1 . 1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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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价观影、一卡多
用、年轻客户专属的鲁信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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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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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将继续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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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聊城9月13日讯(记
者 杨淑君) 日前，聊城市
人社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印
发《聊城市就业创业培训管
理办法(试行)》，山东省户
籍、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人员
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可按规
定享受培训补贴。

据悉，该办法所指的就
业创业培训，特指“聊城市
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与
创业能力五年规划(2014-
2018)”项目中的就业技能
培训、创业培训。根据该办
法，山东省户籍、法定劳动
年龄内的以下人员参加就
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可
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贫困
家庭子女、毕业学年高校毕
业生 (含技师学院高级工
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

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下
同)、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
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
就业劳动者(含建档立卡的
适龄贫困人口)、城乡登记
失业人员、即将刑满释放人
员(刑期不足两年的)、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符合享受创
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还
包括注册期3年内的小微企
业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培训补贴每人每年只能享
受一次(以自然年计算)，且
不得与失业保险的职业培
训补贴重复享受。

就业创业定点培训机
构、培训专业的认定，由市
人社、财政部门依据《山东
省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
与 创 业 能 力 五 年 规 划
(2014—2018)培训机构认定

办法》(鲁人社办发〔2014〕
100号)，采取公开招投标方
式确定，按照规定的程序和
步骤实施。招投标结果经公
示后，应及时报省人社厅备
案。依法设立的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公办
和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等各
类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可
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申请
认定为“五年规划”定点培
训机构。

符合条件人员参加就
业创业培训，根据身份类别
应分别提供以下材料：贫困
家庭子女，身份证、贫困或
低保家庭证明。毕业学年高
校毕业生，身份证、学生证。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
高中毕业生，身份证、初高
中毕业证书，社会保障卡或

就业创业证。农村转移就业
劳动者、城乡登记失业人
员，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或
就业创业证。即将刑满释放
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监狱、戒毒所管理部门提供
的培训人员花名册。注册登
记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
户经营者，身份证、注册期3
年以内的营业执照(或法人
证书 )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参加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水平评价类”中、高级职业
技能培训的，还应提供上一
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符合条
件人员参加就业创业培训，
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定点
培训机构报名。各级人社服
务机构应根据城乡劳动者
培训意愿，帮助其选择承接
培训机构。

聊聊城城出出台台就就业业创创业业培培训训管管理理办办法法
符合条件人员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

本报聊城9月13日讯(记
者 王成) 近日，壹粉“笑
对人生8107”通过齐鲁晚报
客户端齐鲁壹点情报站爆
料并@记者，称自己在南湖
新城所购房子的实际面积
与购房合同上的预测建筑
面积存在误差，在办理退款
手续后，钱却迟迟未打到自
家的账户上。

9月11日上午，记者来
到南湖新城了解情况。该小
区一位业主介绍，2013年左
右他入住南湖新城，今年他
听同住一个小区的居民说，
所购房子实际面积比合同
上的预测面积小的，可去开
发商金柱集团办理退款。于
是在今年8月9日，他向金柱
集团提供了购房收据，随后

工作人员给了他销售不动
产统一发票，要求他书写退
款收到条，并向他承诺十个
工作日将退款打到他的账
户上。但十个工作日后他却
未收到退款，他再次向相关
工作人员询问，却得知退款
工作已停止，原因是测量报
告还未下来。该业主同时表
示，小区内已有业主拿到了
退款。

记者在一位业主提供
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上
看 到 ，发 票 开 票 时 间 为
2016年4月份，发票上还写
有两个建筑面积数值，分
别是69 . 69平方米和11 . 92
平方米。据业主介绍，这两
个数值分别是建筑面积和
储藏室面积。而后，记者又

发现该业主的购房合同上
写道“该商品房预测建筑
面积共73 . 25平方米，其中
套内建筑面积57 . 2 5平方
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
分摊建筑面积16平方米。”
而在该购房合同第八条面
积确认及面积差异处理部
分则有“合同约定面积与
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
以房管测绘部门实测面积
为准。差异部分按合同约
定 价 格 ，多 退 少 补 ”等 字
句。

记者采访时，一位业主
拨打了之前曾回访退款问
题的住建局相关科室的电
话。电话中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业主，下个月可退款。该
工作人员还回复称，按照程

序，因为测绘数据报告还未
出来，等出来后可统一办理
退款。

9月11日下午，记者根
据业主提供的联系方式致
电金柱集团相关工作人员
了解情况。一位自称负责开
具发票等业务的张姓工作
人员表示，等正式实测报告
出来后，可为业主办理退款
业务。该工作人员还表示之
前之所以为部分业主开具
发票办理退款，是因为一些
业主的孩子上学需要开具
发票证明。

“找记者，上壹点！”来
齐鲁壹点情报站，随时随地
@记者，300位记者在线等
你。发情报爆料上头条，百
万红包等你拿！

房房屋屋面面积积存存差差异异，，退退款款迟迟迟迟收收不不到到
开发商工作人员：等正式实测报告出来后，可为业主办理退款业务

本报聊城9月13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通讯员 姬阳) 9月12日上
午，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2018级
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校党委副
书记李正致辞，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徐广华主持仪式。校党委委员、校委
班子成员、各系部主任在主席台就
坐，各处室系部教职员工及新老学
生共四千余人参加了典礼。

伴随着高亢嘹亮的国歌声，新
生开学典礼正式拉开帷幕。李正首
先对2095名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
迎，并简单介绍了学校自迁入新校
区五年来取得的骄人成就。学校是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山东省
规范化中等职业学校、山东省示范
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项目单位，近
年来，荣获聊城市“市级文明单位”、
聊城市“无烟单位”、聊城市“德育工
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现已成为
鲁西地区硬件最好、规模最大、师资
力量最强的中职学校。整合成立九
年来，已为社会培养了数万名技术
技能人才，有978名优秀学子通过春
季高考升入本科院校。

他对大家提出殷切期望：一是
心有梦想、励志向前。二是尊重老
师、团结同学、认真学习、懂得感恩。
三是争做文明使者，打造文明美好
校园。

徐广华在主持典礼时强调，新
学期又是一幅新画卷，勉励同学们
志存高远、立志成才，学会做人做
事，学会技能，健康成长，努力实现
自己的青春梦想。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举行新生开学典礼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孙福建手机专卖店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 鲁 税 聊 字
37150219850921557501号)丢失，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阳谷金晶玉玻璃有限公司，2018年6月29日开具给河北广德门

窗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3700162160，发票号码：04974038，金额贰万零柒佰玖拾伍圆玖角捌
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票联和抵扣联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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