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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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建设银行
信用卡中心总经理魏春旗在发

布会现场所说：“回首十五年砥
砺奋进史，篇篇辉煌；回望十五
载奋楫中流路，步步铿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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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表达对客户15年来支
持信赖的回馈，建设银行在发

布会现场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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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会现场，建设银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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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女性爱颜值、爱品牌、
爱优惠的偏好，推出唯美卡面
设计、品牌高额返现、乐享生
活礼遇三大核心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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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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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针对客户在日常生活中“急
需用卡”的痛点，实现信用卡

“立等可用”的极速用卡服务，
以及线上线下全生活场景深
度嵌入，是建设银行信用卡深
入推进场景服务的又一利器。

“三箭齐发”开启新里程
建行信用卡发卡15周年新产品

8月30日，建设银行龙
卡MUSE信用卡上市。该
产品面向女性和时尚客户群
体发行，针对女性爱颜值、爱
品牌、爱优惠的偏好，打造唯
美卡面设计、品牌高额返现、
乐享生活礼遇三大核心权
益。

据悉，建设银行此次
在MUSE信用卡的卡面设
计工艺上独具匠心。该卡
推出了天使版和鎏金版两
款卡面。天使版采用 3D
唯美羽翼设计，鎏金版采
用珍珠贝奇幻质感，两款
卡片都自然散发清新玫瑰
香氛，从视觉、触觉各方面
刷新“颜值控”们对卡面的
认知，优雅美丽随身相伴。

建设银行MUSE信用
卡聚焦女性在境外时尚品牌
商户和免税店消费需求，量
身定制女性挚爱品牌商户高
比例返现专属服务。持卡人
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
加坡、中国香港等境外地区
的Chanel、Dior、Prada、LV
等10多家奢侈品牌指定商
户，以及 DFS、DubaiDu-

tyFree 等五大境外免税店
线下刷卡消费时可享8%返
现奖励。其中，针对2月和
10月两个出境高峰，五大免
税店的返现比例更会达到
28%。

生活礼遇方面，MUSE
信用卡客户尊享邻趣万能跑
腿服务App星巴克、喜茶代
购优惠礼包、野兽派艺术品、
花艺、配饰等购物优惠券和五
星级酒店自助餐、下午茶两人
同行五折优惠等。刷卡购买
机票享高额航空意外险、航班
延误险和行李延误险。

据 了 解 ，建 设 银 行
MUSE信用卡自9月 15日
起开放申请。上市期间享有
三重办卡活动。用户2019
年3月31日前激活卡片，可
享 299 元优惠换购市场价
2290元的Agnèsb双肩背
包；指定时间内消费满等值
人民币1000元，可获赠爱奇
艺、腾讯、优酷、芒果、搜狐五
大视频App月卡通兑券一
份；消费满等值人民币3000
元，可获赠“Flowerplus花
加”悦花系列花束一份。

建行MUSE信用卡上市
颜值、品牌、优惠一卡尽享

河南恒达赴港上市纾困
（上接A01版）

两度折戟再冲港股IPO
曾有意国内上市

为筹划香港上市，2016
年7月22日，位于香港的恒达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开曼
群岛注册成立，主要业务为投
资控股。恒达集团通过两家
境外子公司大地BVI及大地
香港持有8家内地经营附属公
司（即河南大地、宋基大地、许
昌恒木、许昌恒达、信阳恒达、
禹州恒达、长葛恒达及假日宝
呈）的股权。

但这并非恒达集团首次上
市行动，该公司第一次尝试上
市的操作，要再往前推11年。

上述接近恒达集团的业
内人士告诉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2005年前后，当时刚
刚完成收购河南大地的恒达
集团，曾有意借壳焦作鑫安实
现国内A股上市，但后来因公
司发展战略调整，放弃了这个
上市的机会，而焦作鑫安，则
在几年后成为大地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借壳上市的壳资源。

经过3年的辅导与准备，
恒达集团分别于2017年6月
9日和今年3月1日两次向港
交所递交招股书，今年8月30

日恒达集团第三次递交招股
说明书。港交所官方信息显
示，恒达集团前两次递交的申
请材料均为失效状态。

按惯例，拟赴港上市公司
在递交申请后，有半年限期解
答监管机构的问题，若在6个
月的有效审核时段没能完成对
港交所问题的反馈，超过这个
时段之后，申请材料就失效了。

不过，“失效”并不代表上
市失败，若该公司要继续上市
流程，就必须重新递交材料。
不少公司之后延后或重递申
请，最后成功上市。从时间段
上来看，恒达集团本次向港交
所递交上市申请的时间点，正
是其3月1日第二次递交上市
申请有效期满之时。

赴港上市，并不仅仅是恒
达集团自己的特殊的选择，随
着房地产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
剧，楼市企业融资正在变得愈
加困难，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
中、小地产企业。而反观国内，
从2016年下半年至今，几乎没
有地产企业上市成功先例。

进入2018年，已经先后
有8家地产企业登陆港交所，
其中包括弘扬地产、正荣地产
等，其中仅1月6日，就有4家
地产企业在港交所先后敲
钟。另外，还有美的置业等多

家房企已递交上市申请材料，
筹划着赴港上市。

上述接近恒达集团的业
内人士说：“启动上市之前，恒
达股份发展策略更倾向于负债
经营，2014年之前的利润很大
部分用于偿还借款利息。”
2016年恒达集团在开曼群岛
设立境外公司，推进境外上市
后，受融资环境影响，同时为
了在健康运营方面符合港交
所的要求，恒达集团开始有意
识地放缓负债扩张的步伐。

据其招股书显示，2015
年恒达集团净资产负债率达
677.0% ，2016 年 更 是 高 达
762.7%，但2017年已明显改
善，降到 406.6%，截至 2018
年4月30日，其净资产负债率
已降至340.4%。恒达集团在
招股书中称，未来净资产负债
率将降至200%以下，同时，为
确保营运资金持续充足，该公
司已实施相关资本及流动资
金管理措施。

调控进一步延伸
房企面临更多变数

恒达地产第一次递交招
股说明书之后不久，高层定
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而在这之前，国内的

地产调控政策从一、二线城市
逐步向三、四线城市传递。

进入2018年，多家全国
性地产企业开始主动收缩阵
线，一些房地产企业甚至不惜
违约放弃已经占领的地盘。
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日前
表示，现在市场的宏观调控程
度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孙宏斌坦言：“三、四线城
市冷得比较快，而且现在限
价，开发商按照这个卖的话就
会亏钱。”而在此之前，根据国
内媒体报道显示，另一家国内
地产巨头碧桂园，已经内部下
发文件叫停“三、四、五线全覆
盖战略”。

随着政府调控严厉、棚改
收紧、整体住宅存量积累，许
昌的房地产行业前景也变得
更加复杂。就在两个月前的
7月6日，许昌土拍五宗土地
全部流拍，这在近期许昌土地
拍卖市场上还是首次，这次流
拍引起了多家全国性媒体的
关注，其代表性意义不言而
喻。

面对许昌房地产市场降
温，恒达集团前期稳健经营、
降低净资产负债率的举措无
疑使其处于较安全水平，不必
在市场行情波动时背负大量
债务利息，也有利于企业在房

地产行业的后半场保持更稳
定的现金流。

一位郑州地产企业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就目前的房
地产融资而言，棚改难度
很高，正常按揭项目还可
以，但放款快慢跟额度和银
行关系有很大关系，开发贷
小企业拿不到，大企业都会
走信用贷。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在
目前的市场情况下，只有企
业负债率低，国内及国际信
用等级评分较好的地产企
业,上市地产企业，项目价值
被严重低估、土地及附属物
有较大升值空间的地产企
业，才有机会获得银行的支
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
来，恒达集团还陆续将旗下
拥有的实体出售，这意味着
恒达集团正在将更多的资源
集中于房地产行业。

上述接近恒达集团的业
内人士表示，恒达集团剥离
旗下部分地产公司和非地产
资产，实际上也剥离了资产
和负债，这将为其上市提供
更加清晰的资产和管理架
构，也为其评级及其他融资
的开展提供良好的财务结构
基础。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梁静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王莉 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