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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路路法法医医联联盟盟会会议议””在在烟烟举举行行
未来一年将积极推动丝路法医联盟国家，建立司法鉴定新技术和标准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夏盛 陶红
兵 王轶男) 记者从烟台开
发区工委宣传部获悉，9月17日
-18日，“第三届丝路法医联盟
会议”在烟台开发区希尔顿酒
店举行。会议围绕“法医科学
的研究与应用”，汇集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美法医
科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和学
者，交流、探讨国际法医科学
领域的焦点和趋势、经验和成
果，为各国研究人员和从业者

提供一个高端、自由、平等的
交流平台，推动“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
在技术交流、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司法服务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

“第三届丝路法医联盟会
议”由烟台市政府、丝路法医
联盟、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围绕“法医科
学的研究与应用”主题，开展
五个主旨演讲，二十五个国际
专家报告，一个国家标准会

议。据了解，本次会议由国际
知名刑侦鉴识科学家李昌钰
博士担任主席，有来自阿联
酋、丹麦、印度、约旦、马来西
亚、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
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
位法医科学领域的专家院士、
知名学者，以及中国科学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行业领军骨干、
企业出席本次会议。

目前，中国法医科学技术
水平和仪器设备发展很快，刑

事鉴识科学、法医基因组学领
域的一些专业学科甚至领先
国外。有“华人神探”之称的国
际知名刑侦鉴识科学家李昌
钰博士建议，要树立国际间、
地区间合作的意识，建立大数
据库、DNA数据库，进行数据
共享。李昌钰博士告诉记者，

“未来一年时间将积极推动丝
路法医联盟国家，建立司法鉴
定新技术和标准，包括基因组
分 型 技 术 运 用 的 标 准 程 序
等。”

丝路法医联盟依托华大集
团先进技术和雄厚实力，与公
安、司法、高校等进行战略合
作，教学、科研、鉴定、产业一
体，在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建
立司法鉴定中心，迅速成为规
模化的高水平机构，而且通过
丝路法医联盟联合“一路一带”
国家专家学者一起，共商共为
共享司法新技术、标准、设备及
管理经验，服务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人民，捍卫世界和平
与正义。

许许麟麟庐庐1111幅幅精精品品捐捐赠赠烟烟台台市市博博物物馆馆
同期举办《师徒三人行——— 齐白石、李苦禅、许麟庐精品集萃》展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周霞) 记者
从烟台市博物馆获悉，为配合
市博物馆建馆60周年，市博物
馆拟于9月20日—10月20日举办

《师徒三人行——— 齐白石、李苦
禅、许麟庐精品集萃》展。9月20
日上午9点30分，将在博物馆大
厅举办开幕式，并接受许麟庐
11幅绘画精品捐赠。

据介绍，齐白石、李苦禅、
许麟庐这三位书画大家，因师
徒之谊联系在一起。李、许二人
先后拜齐白石为师，得其真传。
本次展览展出齐白石、李苦禅、
许麟庐绘画作品64幅，体现了
师徒三人高超的艺术造诣和丰
富的精神内涵，是烟台市博物
馆近年来推出的最为重要的展
览之一。

据悉，许麟庐艺术馆名誉
馆长许化迟以及齐白石孙女齐
慧娟、李苦禅之子李燕、许麟庐
弟子代表蓝天野等嘉宾将出席
开幕式并做简要发言。当天下
午3点，将由许化迟、李燕、齐慧
娟三位大师的后人为书画爱好
者们现场签名售书《师徒三人
行——— 齐白石、李苦禅、许麟庐
精品集萃》，仅限100份。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开开启启
““金金融融知知识识普普及及月月””活活动动

为持续推动金融消费者
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
提高社会公众防范风险和正
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近
日，恒丰银行烟台分行积极
响应监管部门号召，组织辖
属网点深入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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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烟台分行坚持
“立足网点、深入群众”理念，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
的方式，各网点LED电子屏
滚动播放活动宣传口号，张
贴活动海报、摆放宣传展板
和折页，同时，在网点内外设
立“金融知识课堂”，安排专
人重点对人民币防伪、存贷
款知识、理财知识、个人金融
信息安全等金融知识进行宣
传讲解。

与此同时，分行主动进商

圈、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
针对不同人群金融知识的薄
弱环节和金融差异需求，提供
专业咨询服务。分行利用9月
份新生开学的契机走进校园，
引导广大学子了解金融知识，
有效防范校园网络贷款风险；
有针对性地走进广场舞老年
人当中，对老年群体进行如何
识别非法金融诈骗，防范非法
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知
识讲解，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
的驻足参与。

下一步，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将持续强化风险责任意
识，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工作，
引导广大金融消费者树立正
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增
强辨别和防范各类金融风险
的能力，为进一步构建和谐
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通
讯员 薛瑞 徐琳琳 记者

秦雪丽)

建建行行信信用用卡卡发发卡卡1155周周年年 新新产产品品““三三箭箭齐齐发发””开开启启新新里里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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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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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烟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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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万张，累计拉动消费超过600亿
元，与30多个汽车品牌合作，拉
动汽车消费28亿元，信用卡商户
总量1 .2万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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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支付，实

现购车零负担，提前圆您新车梦
的购车分期；期数灵活、专项额
度、优惠费率的装修分期；申请
便捷、金额自选、还款轻松，一键
便能解决您的还款压力的账单
分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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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银行烟台分行将继续一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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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优化企业检验环节

今年以来，烟台市特检
院莱阳工作站结合自身职
能，通过三项措施进一步优
化各检验环节，贴心为企业
排忧解难，降低运营成本，收
到良好社会反响。(通讯员
张齐骞 金鹏)

错峰检验，减少企业损失
大润发是莱阳市目前最

大的商业零售企业，营业区
有2部自动扶梯和6部客货运
电梯运行，烟台市特检院莱
阳工作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安排检验时间，既保证检验
工作质量，又减少企业损失。
(通讯员 张齐骞 金鹏)

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营造“扫黑除恶”宣传氛围，提升师生自我安全防范能力。
9月17日早上，芝罘公安分局奇山派出所民警走进国翠小学，为全校780余名学生送来了一堂生动的
“扫黑除恶”专题法制宣讲活动。民警结合青少年心理、生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就实际发生的
典型案例进行了讲解。同时，民警围绕校园暴力欺凌、打架斗殴、心理健康等问题作了重点讲解。 本
报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晓君 摄影报道

法法制制宣宣讲讲进进校校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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