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华茂文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
浙江雄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中心专卖店
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企业注册）科
集士港中心卫生院妇产科
宁波市牛奶集团有限公司质检组
宁波市家家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配送中心应急小分队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商团队
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庄桥市场监管所
宁波市众信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客服部
福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研究所合成室
宁波新福钛白粉有限公司维保部机动班
宁波久丰热电有限公司机务班
宁波市镇海区图书馆流通部（外借室）
宁波新宏液压有限公司技术部
宁波供电公司北仑客户分中心（运检站）仑东供电所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VCV交联工段
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丙烷脱氢运行团队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融产业发展中心金融产业双创团队
宁波市北仑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体育局）中国港口博物馆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纱线车间经编织带班组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
宁波市江东新世家门窗有限公司制造部
明楼东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电商团队

20172017年宁波市工人先锋号年宁波市工人先锋号（（100100个个））

现将 2017 年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意见。如有异议，可在 3 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传真、信函和电子邮件等形式反映。邮寄地址：百丈东路 2388 号，宁波市总工会经济部，邮编：315040，联系电话：
89189273、89189259，传真：87367143，邮箱：zghjjb@nbgh.gov.cn。

宁波市总工会
2017年4月18日

2017年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工人先锋号推荐对象公示

宁波伊司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
宁波市江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宁波甬城配电网建设有限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地税二分局
宁波市北仑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
宁波市烟草公司鄞州分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国家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

宁波奉化爱伊美大酒店有限公司
奉化市恒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富诚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宁波欧宝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新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慈吉小学
宁波高格卫浴产品有限公司
宁波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象山县新华书店
宁波天韵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华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光耀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韩华化学 （宁波） 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柏悦酒店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
中交上航局航道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市社会福利院
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路林综合市场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营业部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中心血站 （宁波市献血办公室）
宁波体育运动学校
宁波市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宁波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宁波市公共交通场站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大红鹰学院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宁波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宁波市“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2017年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状年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状（（4747个个））

曹晓鹏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设计部部长
罗志刚 新中物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工程部主管
周和成 宁波亿林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李红伟 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李家坑村村支书兼工会主席
朱正一 宁波市海曙区西门望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长
严国元 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 虹 （女）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机械机构高级设计师
甘金云 宁波市江北腾骁骨木镶嵌制品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郭强来 浙江尚甬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定波 宁波市江北区中心小学校长
顾明岳 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苏江 宁波华通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环办主任兼动力设备部部长
宋刚兴 宁波恒信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无损检测
王志涛 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化工仪表维修工
高 飞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专业指导外聘教师
张良夫 浙江中锐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劲松 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首席操作
毛赛文 宁波胜克换向器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陆荣良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冲压厂模具班班长
沈 伟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
张爱军 （女） 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兼负责人
黄菊芬 （女） 宁波市江东区白鹤街道丹顶鹤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
陆勤康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院长
徐剑佩 宁波市鄞州徐艺仿古雕塑厂负责人

崔濠麟 宁波市凯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质检员
陈德军 国网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供电公司姜山所所长
汪海明 宁波秉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炯焱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熊洪军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林水明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EDA处长
唐蓉蓉 （女）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民主社区书记
吴长浩 国网浙江余姚市供电公司朗霞站站长
马杏娟 （女） 余姚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胡鹤鸣 余姚市马渚镇斗门村工会联合会主席
蒋亨雷 浙江峻和橡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勇 余姚市舒春机械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
廖海龙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人员
刘文辉 宁波卓成化纤有限公司聚合部部长
吴 政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 杰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设备部高级经理
郑 超 慈溪市坎墩医院医生
周剑群 （女） 浙江华润慈客隆超市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邹黎明 （女） 慈溪市掌起颐养院护理部负责人
王小龙 宁波永成双海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才良 宁波东方艺术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魏春锋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童献松 宁海县锦祥艺术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徐剑中 国网浙江宁海县供电公司运检部副主任
李善东 象山县技工学校副校长
练杏琴 （女） 象山县大徐镇人民政府工会副主席

王一鸣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赖建防 宁波天弘电力器具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吴兆争 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零件厂经理
杜红立 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司电器主管
李志国 宁波妈咪宝婴童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研发一部部长
王 喜 宁波易通建设有限公司海外项目公司经理
徐国锋 宁波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电气维修班班长
邓世洪 宁波大榭开发区综研化学有限公司叉车工
吴靖芳 （女） 宁波大榭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中餐厅主管
李 刚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带头人
侯若兰 （女） 宁波爱信诺航天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袁浩旭 宁波华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姜 浩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中队长
张裕松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水表事业部副部长
叶 明 宁波中华纸业有限公司电仪处二科一级专员
张高峰 万华化学 （宁波） 氯碱有限公司氯氢车间副主任
周 峰 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朱建波 宁波港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旭峰 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锅炉主管
梁流铭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宁波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一班班长
张国平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卷烟厂制丝车间主任
张 炜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经理
骆加权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副总工程师
汪晶晶 （女） 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化验班班长
孔峻嵘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张 琳 （女）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管理部副部长
林子文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
徐 晓 （女） 特易购商业 （浙江） 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石碶

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李阳辉 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厨
林 峰 （女） 中国外运 （集团）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杨锦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高级主管
丁慧青 （女） 宁波市第一医院产科主任
王金玉 （女）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品修复部主任
谢军华 宁波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业务部经理
叶赵明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如意鸟创新团负责人
赵 辉 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司机
陈海圣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副经理
张 磊 宁波机场与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班组长
林徐杰 宁波市车辆急救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杭州湾急救站副站长
张勇军 宁波市慈湖中学教师
竺亚斌 （女） 宁波大学医学院化学系主任
仇 丹 宁波工程学院教师
陈忠法 浙江万里学院教师
谭泽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仑海关查验三科科长
周素珍 （女） 宁波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主任
王海茹 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信息研判中队副中队长
章 杰 宁波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科员
王佩佩 （女） 宁海县力洋中心卫生院护士长
许建军 慈溪市总工会副主席

20172017年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年宁波市五一劳动奖章（（9999名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鄞州分公司下应支局
宁波市鄞州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队
宁波丹盈服饰有限公司针三车间
宁波市奉化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6路公交车队
宁波市奉化区国家税务局区局机关
宁波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坞支行
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
浙江艺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水电班组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贷中心
余姚市国家税务局丈亭税务分局办税大厅（窗口）
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余姚泗门店管理部
余姚市凤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部
宁波光耀热电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检修班组
余姚市捷宇机械有限公司环卫设备制造班组
慈溪市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
慈溪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浙江人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工艺组
中国农业银行慈溪市支行观城支行
慈溪市水务工程有限公司抢修中心
慈溪市嘉利机械实业有限公司热处理班组
公牛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宁波永信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企管部
宁波草湖食品有限公司核算组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有限公司数控车间
宁波兴伟刀具科技有限公司喷漆班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县支行营业部
象山县雄鹰应急救援队搜救中队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营业部
宁波翔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翔神生化研究中心
浙江省象山县第三中学史地教研组
象山县国家税务局石浦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昆明世纪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工程部
宁波杭州湾新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晶工艺组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联合装置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研发园二期服务中心
宁波市公安局东钱湖分局交巡警大队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东路连锁店
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威斯汀酒店客房管家部
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终端销售事业部
宁波云海宾馆有限公司厨房班组
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2号线鼓楼站
象山海申机电总厂轮机车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波分公司象山石浦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宁波市邮政公司营销部
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营运船舶检验处
宁波宁电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运行部
宁波兴光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改装维修班
宁波市市政设施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中山路综合景观项目部
宁波建工建乐工程有限公司陈建军项目部

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业务运行部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天一广场分公司营业一部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核赔室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理赔管理部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宁波分行办公室
宁波市第二医院
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天一文苑》编辑部
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安装维护部
宁波市体育训练工作大队科医室
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国防民兵专线公交30路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象山港大桥象山收费所
宁波机场与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地面服务分公司客舱保洁部“向日葵”班组
宁波公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907路公交线
宁波市长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长生和谐车队
宁波光大汽车服务公司光大文明服务品牌车队
宁波市第二中学化学组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与轨道交通学院
宁波第二技师学院电气工程系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教务处
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宁波海事局“海巡0717”艇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小巷法官”服务团队
宁波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档案管理处
宁波市市级机关第一幼儿园教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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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宁波最具投资价值企业
宁波市股权协会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经过
严格初审，2017“寻找宁波最具
投资价值企业”活动组委会昨天
评选出 60强企业。这些企业主要
来自高端制造、生物医疗、新材
料、互联网+、旅游餐饮等行业。

本次评委由赛伯乐甬科、君
润创投、宁波天使投资引导基金
等知名投资机构的专家组成。接
下来，还将通过专家打分、走访
调研、筛选、路演等活动，评选
出20强企业。

本次活动晋级企业将获得主
办方提供的资本助力。进入 60
强的企业可在宁波股权交易中心
优先挂牌，最高可获得 60 万元
挂牌补助和 60 万元融资补助；
晋级 40 强的企业可优先参加宁

波科创企业路演中心举行的路演活
动，并推荐至深交所信息公司线上
路演平台，与国内 3000 家知名投
资机构进行对接，同时优先获得聚
创谷·全球路演中心名额；最终晋
级 20 强的企业可以获得宁波银行
最高 500万元的首次授信、宁波拟
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和董秘培训班一
年的培训资格和在上交所宁波服务
中心、深交所宁波科创企业路演中
心、股转系统培训中心专项培训的
机会，并可参加 2017 中国股权投
资论坛宁波年度盛会。

此外，晋级 20 强的企业还可
获得宁波创业创新学院“院长会客
厅”一对一把脉机会和价值 6.8 万
元的 3个“创始人成长营”培训名
额。

宁波最具投资价值
企业60强揭晓

近期，银监会频繁发文，10
天下发了 7个文件，从外部监管到
内部操作提出诸多要求，涉及服务
实体经济、监管处罚、防控风险、
弥补监管短板等多个方面。银监会
释放出的“强监管”信号，到底会
影响哪些人的“钱袋子”？

投资者：理财信息透
明度大幅提升

不少人购买理财产品，仅盯着
收益率，却很少关心投资标的。也
有投资者坦言：“即便我关心资金
去向，但钱到底去了哪里谁又能说
清楚？”

的确，当下不少金融产品结构
复杂、链条过长、参与方众多，往
往看不出底层资产的“庐山真面
目”。你以为自己买的是理财产
品，殊不知资金又投入了基金公司
的产品，最后钱将通过某个资管计
划流向某个信托……为此，银监会
最近发了多个文件，把整治的矛头
和重点指向了同业业务和理财业
务，严控层层嵌套，并要求商业银
行提高同业、理财、信托等产品和
服务的透明度。

强化穿透管理，缩短融资链
条，对融资者而言，也可以大大降
低中间环节费用，降低融资成本；
对投资者而言，可以更清晰地把控
理财或信托产品风险，不会盲从代

销人员推荐。毕竟，自己的钱还要
自己掌握风险。

购房者：住房信贷因
城施策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19.1万亿元，增
速环比回落 1.1 个百分点。3 月份
多 地 房 地 产 调 控 政 策 密 集 “ 加
码”，房地产调控成效正在显现。

因为违约率较低，个人房贷
业务历来受到金融机构偏爱。但
随着热点城市房价飙升，房地产
风险不断积聚，银行心里也开始
打鼓。银行不是当铺，手握一堆
房子也不便处置。因此，商业银
行收紧了一线城市房贷。对购房
者而言，热点城市的房贷政策一
时间恐难放松。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压
力仍存，“一刀切”的房贷政策肯
定是不科学的。由此，监管部门一
再强调，分类调控、因地因城施
策，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因
此，对于三四线城市的购房者来
说，住房贷款还是未受太大影响。

掌上一族：清理校园
网贷、“现金贷”

一度因坏账率高、学生无力还
款而使银行撤出的校园市场，正逐

渐被互联网金融占领，并以校园网
贷、“现金贷”等主打互联网消费
金融的产品最为流行。

但互联网金融公司在校园里
“跑马圈地”的过程中，高利贷陷
阱、裸照抵押、暴力催收等乱象也
应运而生。银监会在近期发布的文
件中，点名要清理校园网贷和“现
金贷”业务。

其实，围堵漏洞、清理违规业
务容易，解决“掌上一族”、在校
学生合理合规的金融需求却不容
易。为了不把学生的融资需求引到

“地下”，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希望
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重新回到
校园，通过互联网金融手段，创新
更贴合这一群体的信贷业务。

企业主、个体户：整治
不当收费

小企业主和个体户面对银行时
议价权往往较弱，时常享受不到

“货真价实”的服务，却变相推高
了企业融资成本。有的企业被迫支
付了财务顾问费却没有获得服务，
有的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被转为承兑
汇票，有的个体户被强制搭售理
财、基金、贵金属等金融产品……

此次监管部门发文整治不当收
费，将重点检查银行是否存在无实
质性服务、超出价格目录范围收
费，或者是否存在以贷转存、存贷

挂钩、以贷收费、转嫁成本等不合
理贷款条件。如果整治能够落到实
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融资成本
或有所下降。

金融从业者：难套
利、查薪酬

时下，金融产品让人眼花缭
乱，银行“钱生钱”的路子不再仅
限于投往实体经济，而是更多地在
机构间空转。资金“脱实向虚”饿
瘦了实体经济，却喂肥了部分金融
机构，当然还有一些轻松获利的金
融从业者。

金融产品在越来越复杂的同
时，金融交叉性风险也在加大。对
此，监管出重拳治理“监管套利、
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堵住一些
有牌照依赖、惯于资金空转的中小
金融机构，使其难再坐享其成。

与此同时，银监会将在不当激
励方面展开专项治理，加大对金融
从业人员考评指标和考核机制的检
查，看是否存在重业绩轻风险、指
标过高过重不切实际，薪酬支付上
是否有延期支付，风险责任是否与
薪酬挂钩等问题。

看来，自银行不能“躺着挣
钱”后，银行的“金领”当得也不
那么容易了，风险责任正逐渐成为
衡量薪酬更加重要的标尺。

（据新华社）

银监会10天发7文，
将影响哪些人的“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王
凉 刘晓阳） 一字排开的服务柜
台，显眼的价目表，微笑的接待人
员……在古林镇陈横村，全市旗舰
型快递网点——圆通快递网点通过
验收并正式亮相。

像这样的规范化快递网点，今
后将越来越多。笔者近日从市邮政

管理局获悉，我市首批 65 家规范
化快递网点通过验收。今年，全市
半数以上的快递网点将实现规范
化。邮政管理部门力争通过 3年时
间，在全市打造 15 家至 20 家旗舰
型快递网点、150 家至 200 家示范
型快递网点、800家至 1000家标准
型快递网点。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市以创建
“中国快递示范城市”为契机，大
力整顿寄递市场主体秩序，在全市
范围内推进规范化快递网点建设。
据悉，规范化快递网点有三种规
格，分别为旗舰型、示范型和标准
型。此次 65 家规范化快递网点包
括5家旗舰型快递网点、27家示范

型快递网点和 33 家标准型快递网
点。

据了解，规范化快递网点需要
对整体环境、硬件配置、安全配
置、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建
设。如快递网点在车辆停放及物品
装卸方面需要有专门区域，要求车
辆停放有序、通道畅通，实现视频
监控全覆盖等。

我市目前有快递公司 233 家、
快递网点 1134 个，去年实现收寄
和派送快件约10亿件。

我市首批规范化快递网点亮相
本报讯（曹爱方）近日，CYTS

中青旅宁波旗舰店正式开业。作
为中青旅目前在宁波最大的一家
营业部，该旗舰店将为市民带来
便利的旅游服务，为市民提供更
优质的旅游体验。

作为中国A股首家旅游上市

公司，中青旅 8年前进驻宁波，目
前已开设 30 多家门店。在此次开
业的CYTS中青旅宁波旗舰店，将
有从事旅游事业多年的私人旅游顾
问，为准备出游的市民答疑解惑，
并结合市民的需求推荐更有针对性
的旅游线路。

CYTS中青旅宁波旗舰店开业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罗军） 日前，全省首届医疗护
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杭州举办。
经过角逐，代表宁波第二医院参
赛的小柏家庭护理代表队成为最
大黑马，获得团体一等奖。该代
表队的家庭护理师赵敏获个人一
等奖，孙凡茜和杨迎迎获个人二
等奖。

据了解，成为养老服务主力

的民营养老机构，目前面临护工短
缺的尴尬。按国际惯例，每 3位老
人需要 1 名护理人员。据此测算，
我国对养老护理人员的需求量大约
为1000万人。

本次大赛旨在通过技能竞赛，
发掘和培养优秀护理人才，推动护
理产业发展。本次大赛由浙江省卫
生计生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办，全省16家三甲医院参赛。

宁波护工全省技能大赛折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