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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冬冬明明春春供供暖暖时时间间表表出出炉炉
确保11月7日12时逐步热循环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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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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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德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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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德州分行已实
现信用卡发卡量突破30万张，
在全市同业银行中信用卡发
卡量排名第二；累计拉动消费
超过350亿元，信用卡商户总
量1 . 89万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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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德州分行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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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淇 刘迪）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哲) 近
日，记者从市公用事业管理
局今冬明春供热动员会议上
了解到，距离11月15日正式
供热还有两个月时间，要求
各供热企业今年11月5日前
二网注水试压必须完成、一
网升温必须开始，确保11月7
日12时逐步热循环到户，11
月15日零时正式供暖。

2018年以来，各供热企
业全力推进供热设施建设
改造工作，老旧小区改造、
新用户发展、三供一业移
交、地热采暖替代等建设项
目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截

至目前140个项目全面开工
建设，其中40个已经完工，
100个正在有条不紊推进，
重点做好7 8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19个地热采暖替代
项目、东部城区配套项目等
重点供热工程按时完工，要
争取今冬所有用暖项目10
月31日前完工，不能耽误居
民按时供热。三家热源企业
热源设备状态良好、环保达
标，为中心城区安全稳定供
热提供了基础保障。管道供
热企业制定了详细的工作
计划，设备检修基本完成，
热费收缴、管网注水、冷循
环、热循环等工作正按计划

逐步推进。
各供热企业要按照“早

谋划、早动手、早准备”的原
则，积极推进供热准备工作。

会议要求以华能德州电
厂为热源的三家企业10月8
日12时前开始主管网注水；
华鲁恒升德州热电公司10月
22日12时开始主管网注水；
以德州凯元热电公司为热源
的供热企业10月27日12时开
始主管网注水。

所有供热企业10月31日
12时前具备冷循环条件，11
月7日12时前具备条件的小
区(单位)逐步热循环到户，
11月15日零时达标供热。

本报9月1 7日讯 (记者
刘潇 贺莹莹 实习记

者 李伊) 从暑假到新学
期 ,从闲散到紧张，这样的
一系列转变，常常令孩子
无 法 进 入 良 好 的 学 习 状
态。9月 1 3日，记者从部分
中小学了解到，虽然开学
已经有两周时间，但老师
还会把收心作为重点环节
来做。

上课打盹 ,开小差……
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都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

“上着课突然就跑去上厕
所，或者直接跑到老师面
前要水喝。”小月是湖滨北
路 小 学 的 一 年 级 的 班 主
任，提起开学第一周上课
的情况，小月有些百感交
集，一年级的孩子很难立
规矩，所以在此期间经历
了很多糟心事，也是想尽
了各种办法。

“前几天上课过程中，
有一个孩子直接跑到讲台
求抱抱。”小萌是新影街小
学 一 年 级 的 一 名 语 文 老
师，她说，开学第一周的课
程比较轻松，总体就是给
孩 子 培 养 一 些 习 惯 和 意

识，这其中发生了不少有
趣的事，“因课本中提到，
松鼠找不到妈妈了，有一
个孩子突然大哭起来，不
听劝说。”

“收心并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就算是二年级的
学生，也会出现一节课上
了一半，他还在对着窗外
发 呆 ，根 本 无 法 进 入 状
态。”为了让学生尽快收
心，德州学院附属小学二
年级班主任小凯，主动鼓
励 孩 子 们 去 参 加 各 种 社
团，通过一些兴趣特长来
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

围棋、橡棋、水粉、国
画、航模、编程、航模……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收心，
在北园小学，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开始陆续举办起
来。“开学第一阶段，基本
以收心课为主，虽然有些
糟心的事，但是目前孩子
们的收心情况还可以。”小
杨是北园小学三年级的一
名班主任，他告诉记者，这
一周，学校组织了路队、做
操和升旗的训练，通过少
先队检查，让孩子们养成
好的习惯。

开学已两周

部分学生仍未“收心”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李洋) 为落
实精准扶贫民生项目，开展
健康精准服务，切实做到关
心关怀贫困家庭，近日，乐陵
市杨安镇扶贫站开展了扶贫
健康义诊活动。

据悉，乐陵市杨安镇扶

贫站邀请杨安镇卫生院医护
人员上门入户为患病贫困人
员提供测量血压、血糖和心肺
功能等体检服务，对其相关疾
病的并发症进行了详细地讲
解，并发放疾病预防手册。

通过此次健康义诊活
动，让贫困人员及时了解到

自己的身体状况，提高了自
我保健意识，增强了贫困人
员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
认识，争取做到早发现、早治
疗，减少贫困人员“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发生，保
障患病贫困户稳定脱贫，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杨安镇>> 开展扶贫健康义诊活动

9月16日，中国·德州2018京津冀鲁广场舞大赛在大学路银座商城开赛，来自北京、天津、河
北及省内8支队伍和德州市13支代表队，共计500多人参加比赛。近年来，德州市广场舞参与度高
涨，目前已组建5000多支广场舞队伍，并配备了2000名广场舞指导员，近30万人参与广场舞运动。

本报记者 刘振 见习记者 王金刚 通讯员 窦新民 摄影报道

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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