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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看房团本周六就要启
程了！继本报青岛看房团发出
后，参与看房的市民对青岛的
宜居环境高度认可。本次看房
车将带领市民参观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万达东方影都以及崂山
区的海信依云小镇等项目。自
国务院批复山东省政府，同意
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后，青岛
西海岸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新
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
区等之后的第9个国家级新区。
继“再造一个青岛港”、“再造一
个青岛经济总量”、“再造一个

青岛新主城”“三个再造”战略
之后，青岛西海岸再次掀起一
股投资风潮，此前本报发出的
看房团，已有不少市民纷纷出
手置业。本报此次又精心挑选
了崂山区性价比超高的海信地
产的代表性大盘，本周六，将带
领淄博市民前往，跨越胶州湾
跨海大桥，感受便捷交通，帮助
市民选购心仪的宜居房产。

免 费 看 房 团 报 名 电 话 ：
0533—6120599

楼盘相关链接如下：

万达青岛东方影都

万达青岛东方影都位于青岛
市西海岸经济新区，由万达投资
500亿元建设，是全球投资最大影
视产业项目，也是世界唯一具有
影视外景、影视制作、影视会展、
影视旅游综合功能的项目。

据悉，万达青岛东方影都占
地面积约376万平米，总建筑面
积约540万平米，涵括影视产业
园、影视会展中心、汽车极限秀、
万达城、滨海酒店群、游艇交易

中心、国际医院、滨海酒吧街八
个功能区。项目已于2013年9月开
工，计划2016年6月项目一期开
业，2017年6月影视产业项目全部
建成开业。

海信·依云小镇

坐落于崂山区崂山路25号 ,

崂山脚下的四姜一湾，山湖林海
等自然资源丰富，拥有1400亩天
然山林、100亩纯净湖水、距离海
边不足500米，项目价格19000-
22000元/平米，总规划建筑面积

约 6 5万平方米，产品面积 9 7 -
480m2涵盖别墅、电梯洋房、小高
层和高层等多种建筑形态，荟萃
英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
格，是青岛市沿海一带罕有的集
度假、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海
滨小镇。项目紧邻8车道崂山路，
路况较好，交通畅达，距市区仅
20分钟车程，与火车站和机场的
直线距离在20公里左右。配建9 . 9

万平的商街，2 . 5万平的商业综合
体。3所幼儿园，1所小学，1所老
年公寓等配套设施。目前158m2

景观楼王热销中,恭迎莅临品鉴。

赴赴青青岛岛免免费费看看房房车车本本周周六六再再启启程程

本报10月20日讯 (记者
臧振 通讯员 林江波 ) 20

日，市住建局公布了6、7月份
建筑业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共
征集 1 7 5条不良信用信息，其
中 7 9条涉及农民工工资，占4

成多。企业自收到不良信用信
息告知书后3天内可到相关部
门申辩。

7月30日，市建筑市场招投
标首次引入“信用值”。市住建

局出台新规，对建筑业企业生
产经营活动进行信用评价，并
将结果用于资质证书审查、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等方面。8

月1日起，淄博市以及外地进淄
建筑企业，如果因工程质量、安
全生产、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受
到处罚，其信用评价会扣分。低
于一定分数，将被处以降低资
质等级、撤回资质证书等处罚。

为推动建筑业企业信用

评价工作，市住建局近日向各
区县及局属单位征集今年6、7

月份建筑业企业不良信用信
息。据悉，此次共征集不良信
用信息 1 7 5条，其中涉及农民
工工资7 9条，资质管理7 7条，
安全生产5条，承揽业务5条，
通报批评直接扣分10条。共发
送相关企业不良信用信息告
知书 1 1 3条，企业自收到不良
信用信息告知书后3天内可到

相关部门申辩。
市住建局相关人士介绍，8

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淄博市建
筑业企业信用评价管理暂行办
法》，开展建筑业企业诚信评价
工作。“实时评价分值将与投标
直接挂钩，在招标文件中将设
定5-10分的信用标，企业信用
标得分将随信用评价得分变
化，使企业信用状况在招投标
上得到差别体现。”

淄博开展建筑企业诚信评价工作，两个月征集175条信息

超超44成成不不良良记记录录涉涉及及农农民民工工工工资资

市住建局采用实时评价和年
度评价两种方式。实时评价也叫日
评价。日评价满分100分，信用基础
分为60分，良好信用信息最高为40

分。同时，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
中出现违犯有关法律、法规、强制
性标准和管理要求的行为，经住建
部门查实或受到行政处罚，将形成
不良信息记录，进行相应减分。

在进行加减分信息采集时，为
保证权威性，依据的是有关部门表
彰的文件及获奖证书，已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住建部门或相关专
业机构的通报及处理决定，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或
经相关专业机构查证属实的材料，
以及企业依法承接的施工业绩信
息等。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助剂分会全委会在山铝召开

百百名名专专家家出出招招，，打打造造绿绿色色洗洗涤涤

““银银行行””来来电电升升信信用用卡卡额额度度？？别别信信！！
一女子被转走三千元，警方提醒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强化措施，做
好散装汽油购销安全管理工作。一是
强化安全教育。二是开展安全检查。
三是规范核查把关。 (苏健)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积极开展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确保辖区治安
稳定。一是强化排查。二是强化宣传。
三是提升自身亲和力。 (苏健)

加强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

加强散装汽油

销售安全管理

织密巡逻防范网

打防结合保平安

博山区石马派出所织密巡逻防
范网，全力加强治安防范。一是提升
发现能力。二是强化管控能力。三是
强化自防意识。 (苏健)

咋给企业信用打分

头条链接

10月10日11时许，博山区的
张某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业
务员的男子的电话问张某需不
需要提升信用卡的额度，张某
便问需不需要费用，该男子说
他们主任联系张某。

过了大约5分钟，一个自
称是该银行主任的女子给张
某打来电话，她说要验证一
下张某的信息，并准确的说
出了张某的名字和银行卡
号，说给张某发一条短信，让
张某把短信里的验证码发给
她，张某手机收到了“95595”
的短信，里面有六位数的验
证码，张某就把那六位数告
诉了对方。

12日，张某到加油站加
油，但信用卡里却没有钱了，
张某就给银行的客服打电
话，客服说在10月10日下午通
过支付宝转走了3074元。

张某来到博山公安分
局 白 塔 派 出 所 报 了 警 。目
前，警方已立案，案件还在
进一步侦破中。

警方提醒，信用卡持卡人
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个人信
息，更不能将自己的银行卡、信
用卡交给他人使用。接到不明
电话或短信，切勿轻信及拨打
不明电话，如有账务疑问，一定
要拨打信用卡背面公布的专用
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信用额度分永久额度和临时
额度两种，以建行信用卡为例。

固定信用额度提高：持卡人
如果长期调高信用额度，需要在
持卡6个月后，拨打建设银行信用
卡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申请办理
信用卡额度调整。

建设银行会根据信用卡持卡
人过去6个月的的用卡历史、还款
记录等情况，在一周以内告知客

户审核结果。
临时信用额度提高：若持

卡人现有的信用额度不够时，
可事先向建设银行申请临时调
高信用额度，建设银行将根据
您的信用状况和用卡情况为您
做出调整。

临时信用额度有效期最长为
3个月，到期后您的信用额度将自
动恢复为原来的额度。

张女士接到一个银行来电，询问是否提升信用卡额
度，按照指示告诉对方验证码后，卡里的三千多元不翼而
飞。警方提醒切勿轻信及拨打不明电话，如有账务疑问，
一定要拨打信用卡背面公布的专用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本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田龙江 王昊

输入验证码，卡内钱不见了

正常的信用额度怎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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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9日，由中国洗
涤用品工业协会主办、中铝山
东分公司承办的中国洗涤用品
工业协会助剂分会第七届一次
全委会，在中国最大的化学品
氧化铝生产研发基地中铝山东
分公司召开。近百名行业专家
和企业家围绕洗涤助剂行业如

何加强自律与合作以实现绿色
环保洗涤展开热烈研讨。

为了取得更好的洗涤效
果，现代洗涤剂中含多种成分，
其中就有洗涤助剂，所谓“洗涤
助剂”就是本身没有洗涤能力
添加在洗涤剂配方中使表面活
性剂的洗涤去污能力得到提高

的物质，如中铝山东分公司生
产的4A沸石等产品，就是应用
广泛的洗涤助剂。为了加强企
业间、行业间、企业与政府间、
企业与用户间沟通交流，促进
行业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助剂分
会宣告成立。中国洗涤用品工

业协会助剂分会隶属于中国洗
涤用品工业协会，秘书处设在
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由从事
洗涤助剂生产、科研、教学、设
计、贸易及其他相关的成员单
位组成，在中国洗协的领导下
开展工作。

(李宗波)

公 告
我公司员工辛杰自2014年9月1

日已连续旷工至今，其行为严重违
反了《劳动合同法》和公司员工管理
制度。见报后请3日内到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不到，我公司将按有关
规定办理手续。

特此公告
淄博鸿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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