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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冰淇淇淋淋店店关关门门两两千千张张会会员员卡卡咋咋退退
泰安银座：AIC冰淇淋店自四月份起未交房租，会员退卡得找商家

本报泰安10月21日讯(见
习记者 郭健) 近日，市民
宁先生反映，他在泰安银座
商城(东岳店)经营的AIC冰
淇淋店在未被通知的情况下
被停水电，最后店被拆除。针
对此事，泰安银座商城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店租金从今
年4月份一直拖欠到9月份，
此外该商户有2000多名会员
为退费，会员退卡问题应由
冰淇淋店自行承担。

16日，宁先生向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介绍，AIC
冰淇淋店于2014年入驻银
座二楼，近年来以租赁的形
式一直在银座从事生意，9
月中旬，泰安银座在未通知
商户的情况下就强行将AIC
冰淇淋店断水电，导致冰淇
淋全部融化。并在9月下旬
对A IC冰淇淋店进行了拆
除，并保留了该商户的所有
设施，以及员工个人用品，
造成该商户直接经济损失
40余万元。

宁先生介绍，AIC冰淇淋
原店址门前被银座商城贴了
一张退卡请联系宁先生的告
示，近日有大量顾客找他退
款。“银座商城现在扣留了AIC
冰淇淋店内的所有设备，我现
在无法直接受理退卡申请，但
是在前期入驻银座时，我已向
银座缴纳了保证金用于处理
后期顾客纠纷，顾客可以直接
找银座退款。”宁先生说。

16日，泰安银座商城招
商部商管科科长冯冠男向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介绍
了此事的情况。冯冠男介绍，
商户中的物品随时可以拿
走。宁先生在2019年4月份起
没有交租赁费，在6月份的时
候已给发过对商铺停水电的
告知函。“目前，原AIC冰淇淋
店有2000多张会员卡未退
费，总金额为16-18万元。按
照双方的合同条例，造成的
损失由乙方(AIC冰淇淋店)
自行承担。”冯冠男说。

据宁先生反映的情况，
银座商城营运部策划科陈伟
表 示 ，租 赁 铺 位 合 同 期 为
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
月30日。后经双方协商延长
到2019年3月31日，“后期因
为我们要作调整，期间招商
部也通知过商家撤退，一直
到6月份商家也不配合我们，
租金从4月一直拖欠到9月。
按照合同条例，他店里的会

员卡造成顾客的损失归他全
责 ，对 于 他 所 交 的 保 证 金
1 9 0 0 0元都不够补交租金
的。”

冯冠男介绍，从4月份开
始就向宁先生沟通关于让商
家撤退的事，并在6月份给宁
先生发过一张告知函，“当时
又进行了一次协商，暂时就没
对店面采取措施。因双方没沟
通好，到9月份又给他发了一
次告知函，不过被他拒收了。

“拒收之后，他的电话就一直
没打通，我们在9月21日将店面
进行拆除。”对于AIC冰淇淋店
的设施、设备、个人物品在银
座保留的问题，冯冠男表示并
不是扣留其物品，宁先生随时
可以拿走。

AIC冰淇淋店2000多名
会员退费的情况，泰安银座
方面表示，根据合同条例，由
宁先生方面负全责。

本报泰安10月21日讯(记
者 倪方圆) 近日，有市民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反
映，位于五马家具城西侧的五
马小区内，一段道路正在铺设
地上供热管道，小区内道路比
较窄，供热管道以及架子占了
道路近一米宽，让原本就不宽
的路更加拥挤。

20日上午，记者来到五马
小区，看到用来架起热力管道
的架子都已经安好，工人正准
备安装管道。小区内南北走向
与东西走向的两条路均安装了
架子，东西走向的路约有4米多
宽，而架子就占了近1米。“把管
道安在这里占的空太大了，路
又窄，小区再往西一点就是南
关小学，很多家长孩子都会走
这一路，这多不安全啊，走车走
人的也都不方便，原来这条路
还能过车，热力管道安上后过
个车都费劲。”小区居民张女士
说。记者发现，南北走向的路边
规划了临时停车位，如架起供
热管道后，路边的临时车位也
将无法停车。

居民董先生介绍，五马小
区是老小区，小区各条道路都
比较窄，车位也少，现在在路
边架上了架子，铺设热力管
道，占了规划的车位，影响了
居民出行。现场施工的工人告

诉记者，因地下管子太多供热
管道只能设计走地上，还考虑
到埋地下的话需要破路施工，
会影响居民出行。

21日上午记者拨打了泰
山城区热力有限公司的电话，
工作人员介绍，热力公司铺设
管道都是跟五马小区的社区
服务站进行对接的，出现问题
应该是社区与居民进行沟通。
五马小区内铺设的供热管道
只有一部分是在地上，凡是符
合条件的供热管道都会走地
下，而对于后期如何处理居民
反映的这些问题工作人员没
有给出明确答复。

随后，记者来到五马小区
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李先生
介绍，由于5、6号楼一直没有
供暖，所以今年与热力公司沟
通安装热力管道，以后也方便
周围居民再接供热管道，热力
公司根据小区实际情况进行
规划，架空或者走地下，架空
也是贴着墙走的。“昨天热力
又从新规划把方案改了，比较
窄的东西走向的路不在路上
安架子了，改成管道走地下
了，但是南北走向的路下管道
太多，这一段路只能走地上，
这条路还算宽敞6米多，不影
响出行。”社区服务站工作人
员说。

五五马马小小区区供供热热管管道道占占道道
社社区区服服务务站站已已重重新新规规划划

泰安银座发出的第二封告知函，被拒收。

近日，泰安移动在东平县昆山党性
教育基地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培训班。来自公司各部门单位的
96名党员干部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东平县委组织部与泰
安移动公司双方达成以互联共享为基
础，以互促共赢为目标的党建共建共识，
签订《“党建和创”倡议书》。

本次培训采用课堂教学、现场教学、
体验式教学、拓展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等
灵活生动的学习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
在学习中思考，在体验中感悟，在参观中
渗透，切实做到学深、弄懂、做实。培训班
邀请专家进行现场授课，重点讲授了我
们党发展壮大的伟大征程，全体学员在
党旗墙前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参观
学习国政园、兴邦园、之江园等教育园
地，学习了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

神等革命红色精神，更加认识到这些红
色精神是我党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之魂，更加坚定了“不忘初心强党
性、牢记使命跟党走”的决心。

学员们通过参加勇做新时代泰山
“挑山工”体验，体会了泰山“挑山工”“坚
定信念、勇挑重担、脚踏实地、一往无前”
的精神内涵，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勇
于担当、勇往直前的自觉性。通过与当地
村民开展“四同”活动，真真切切感受了
百姓生活，增强了学员们的宗旨意识和
群众观念，加深了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理解。

为落实好主题教育“找差距、抓落
实”的要求，培训期间，开展了“亮剑问计

一问到底”互动问政活动，公司领导班
子成员就近期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对
相关单位进行现场问政，共同反思和探

讨 制 约 公 司
发 展 的 焦 点
难点问题，研
究 切 实 可 行
的 整 改 提 升
举措，树立了
求真务实、干
事 创 业 的 优
良作风，形成
了即知即改、
知 行 合 一 的
工作局面。

培训期间，开展了“不忘初心、坚定
信念、践行宗旨”专题学习研讨。党委班
子成员、部分党支部书记结合个人学习
体会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发言。

培训后，学员们纷纷表示，此次培训
收获颇丰，进一步传承了红色基因，提升

了党性修养，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拓宽
了眼界思路，为进一步以党建引领发展
夯实了基础。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充分运
用培训班所学知识，指导工作实践，以改
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党建
工作，努力为实现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
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追追寻寻红红色色足足迹迹 锤锤炼炼党党性性修修养养
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在第六个国家扶贫日来临之际，建
设银行泰安分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开
展了一系列金融扶贫宣传活动，为助推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营造良好氛围。

专题会议精心部署。为做好金融扶
贫宣传工作部署，建设银行泰安分行党
委先后召开“扶贫日”系列活动牵头会
议、“扶贫日”工作再部署会议，分行行领
导对各条线拟开展的扶贫宣传活动进行
了详细部署。

明确主题制定方案。建行银行制订
《泰安分行“扶贫日”金融扶贫宣传活动方
案》，方案明确了活动主题、活动计划等内
容，在全行范围内重点开展扶贫贷款企业
调研走访活动、金融扶贫宣传进乡村活
动。宣传我行善融商户扶贫政策以及鲁担
惠农贷、小微快贷等扶贫贷款产品。

金融扶贫走进社区。开展“走进贫困
村、共度扶贫日”活动。10月17日当天，泰
安分行副行长、扶贫成员部门负责人及
业务骨干、东平支行共同走进东平县老
湖镇凤凰社区，参加当地政府举办的“扶
贫日”宣传活动，向村民宣传我行金融精
准扶贫贷款优惠政策并现场解答群众咨
询。此外，建行肥城支行、新泰支行、宁阳
支行、青年支行等支行也分别到当地扶
贫企业、扶贫村开展金融知识、扶贫贷款
宣传等活动。

专题调研助力扶贫。泰安分行副行
长，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先后到宁阳支行、
新泰支行扶贫贷款企业、东平支行、东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座谈金融扶贫业
务，沟通探讨金融扶贫贷款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困难以及下一步如何利用差别

化信贷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贷
款突破。

开展消费扶贫系列活动。“国家扶贫
日”建行泰安分行利用善融商城，精选特
色扶贫商品组织开展了“善融商务央企
扶贫馆”、“国家扶贫日 建行在行动”、

“山东建行善融扶贫爱心购”等一系列专
项扶贫活动。该行一是充分发挥营业网
点的优势，布放扶贫相关宣传物料，结合
开通手机银行、龙支付、聚合支付绑卡业
务，通过网点主阵地开展扶贫商品扫码
购活动，大力推广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二
是倡导员工扶贫，通过邮件、业务条线微
信群等转发活动商品图片及文章，发动
全行员工大力宣传，将活动内容转发到
网点龙卡小助手微信群、善融优惠活动
分享群及朋友圈，积极营造全员全民参

与扶贫活动的浓厚氛围。三是发动青年
员工力量，主动联系团委，重点在全行青
年员工中进行活动宣传，通过爱心消费
助力扶贫商品销售。四是做好当地扶贫
商户的宣传，联系东平县善融扶贫商户
东平水泊食品有限公司提供质优价廉的
扶贫商品，参照省行模式制作活动海报
进行宣传，借助活动提高善融扶贫商户
销售额，扩大扶贫效果。

截至目前，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扶贫
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近6000万元，提前
超额完成上级行核定的扶贫贷款新增计
划，扶贫工作实现了新突破。下一步，该
行将继续按照监管部门及上级行部署，
认真落实各项扶贫政策要求，巩固提升
扶贫工作成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夯
实基础。

开开展展金金融融扶扶贫贫宣宣传传 助助力力全全市市脱脱贫贫攻攻坚坚
——— 中国建设银行泰安分行扶贫日系列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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