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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运
用工商银行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系
统“工银融安 e 信”，对诈骗涉案
账户实施全渠道布控，对所有通
过网点、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
机银行和自助终端等渠道进行
的转账汇款交易进行即时筛查，
对电信诈骗犯罪实时自动预警
和风险提示，从源头上降低了电
信诈骗等外部诈骗得逞的概率，
今年一季度，该行成功预警堵截
了 155 笔电信诈骗汇款，为客户
避免资金损失100.19万元。

针对花样不断变化的电信
诈骗，工商银行外部欺诈风险信
息系统真正实现了对电信诈骗
的事前防范，客户在汇款时输入

的收款人账号会通过系统自动与
外部欺诈风险信息后台数据库连
接筛查碰撞，如果该账号为系统中
收录的电信诈骗涉案账户信息，工
商银行的业务处理系统就自动弹
出风险预警提示，阻止客户向可疑
账户汇款，及时保障客户的交易安
全，避免资金损失。目前，外部欺诈
风险信息系统收录了来自行内、金
融同业以及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
各类风险客户和账户信息。经过分
类评级后的信息按照不同业务需
求分别在银行核心系统以及个人
金融、信贷、授信、票据、银行卡等业
务领域投入应用，为相关业务审核
和办理提供预警和控制支持。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
用大数据堵截电信诈骗

交行宁波分行坚持以提升客户
体验为着眼点，在服务环境、智能设
备等硬件设施方面及员工服务意
识、服务能力等软件服务方面不断
完善和提升。近日，在中银协“千佳
示范单位评选”活动中，该分行的中

兴支行、海曙支行两家网点以总成
绩排名宁波当地同业第一位和第二
位的成绩荣获 2016年度中银协“全
国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

多年来，该分行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努力践行“做金融业服务最好

的银行”的使命，对照客户期盼，致
力将“软”服务与“硬”环境统筹结
合。一方面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
服务宗旨，联动柜员用心服务、大堂
经理贴心服务、客户经理称心服务，
形成网点服务一体化、无障碍服务

格局，以提升客户体验度。另一方面
通过重新合理规划功能布局，引进
如人工智能大堂机器人娇娇等各项
先进电子设备，完善特殊客户服务
通道，在网点设置书报角、儿童游乐
角、古琴演奏区、老年客户休息区等
便民设施，体贴入微地带给客户温
暖关怀，为客户创造温馨舒适的营
业环境。 (然尔）

交行宁波分行细致服务暖人心

在日前落幕的2017中国（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分会场上，邮储
银行宁波分行与宁波民和文化产业
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
方将加强全方位合作，创新文化产业

金融服务，促进银企共同发展。未来
三年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将提供不低
于 10亿元的信贷支持，与各方共同
携手探索文化金融创新的合作机制，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悉，邮储银行宁波分行自成立
以来，积极践行“普惠金融”发展理念，
长期关注并高度重视金融对于文化产
业的服务，以“突出重点、择优支持、加
快创新、防控风险”为原则，制定了相

关政策。根据文化产业轻资产、少抵押
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创新产品和担
保方式，重点推出了互惠贷、流水贷、
退税贷等特色产品，打通了制约文创
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截至目前，邮储
银行宁波分行为全市工艺美术、广播
影视等60余家文化企业提供了信贷
支持，贷款结余近3亿元。（王志勋）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助力文化金融升级

近日，兴业银行成功主承销
“伊宁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本期债券是全国首批支持

“一带一路”中期票据之一，其成
功发行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在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上的创
新突破。

近年来，兴业银行依托集团
综合化多牌照经营优势，积极融
入并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带
来的历史机遇，制定了“一带一

路”整体发展规划，加大机构布局和
资源投入，已基本实现“一带一路”规
划涉及省市分支机构全覆盖，并通过

“境内+境外”“商行+投行”等模式，通
过债务融资工具、产业基金、信托、贸
易融资、跨境金融产品等为企业提供
多元化金融服务方案。未来兴业银行
将择机在人民币交易活跃的、文化背
景较为接近的或该行具有一定比较
优势的“一带一路”地区（如东南亚）
探索设立分支机构，稳步构建国际化
服务网络。 (可可）

兴业银行
支持“一带一路”中期票据发行

近日，在第五届金融品牌峰
会暨 2017 中国电子银行联合宣
传年启动仪式上，鄞州银行“红包
集结令，嗨购 11天”项目荣获“卓
越营销成果奖”。

在电子银行服务方面，鄞州
银行积极做好线上线下一体化，
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电子
银行业务建设，在零售业务渠道

搭建上，以“服务移动化、支付场景
化、收单一体化、金融互联网化”为
业务突破口，启动了互联网金融、移
动支付方面的尝试，并积极推动手
机银行平台化的建设。鄞州银行不
断调整产品设计思路，向特定群体
加大营销力度，以迎合客户的需求，
通过丰富产品功能、优化用户体验
来提高用户的使用黏性。(罗青)

鄞州银行
获“金栗子奖——卓越营销成果奖”

农行宁波分行紧跟“中国制造
2025”发展主线，持续推进实施去年启
动的“双联行动”进企业活动，加大对高
端制造业的综合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服
务宁波市“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

市建设。截至目前，该行高管对接走访
重点企业和项目126个，客户经理现场
服务企业1387家，全行制造业贷款余额
572.4亿元，比年初增加30.5亿元。

据了解，今年初该行还制定《大

力推进“中国制造 2025”的工作意
见》，突出产业支持导向，重点支持

“3511”新型产业体系，加大对智能
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制造
业+互联网”等重点转型升级工程

项目的支持力度。突出客户选择趋
向，更加注重资本市场、高新技术和
高端双创这三类群体，做全、做深和
做细金融服务，目前已与区域内 56
家上市企业开展合作。同时，还创新

“入园企业前期贷”“双创贷”等产品
和服务方案，向农总行积极争取有
利于服务“中国制造 2025”差异化
的区域特色政策。 （陈芋荣）

农行宁波分行金融支持“中国制造2025”

宁波银行专栏

从1997年至2017年，伴随中国
经济发展 20年，宁波银行已成为一
家总资产超过 8800亿元、员工人数
超过1.1万人的区域性上市银行，进
入全球前200家银行之列。

自 2004年完成改制后，宁波银
行实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跨区
域经营以及公开上市三大战略，至
此进入发展快车道。2013年和 2015
年，宁波银行先后发起设立永赢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永赢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开始探索综合化经营模式。

随着自身不断发展，宁波银行
确立以长三角为主体，以珠三角、环
渤海湾为两翼的“一体两翼”机构发
展战略。2007 年以来，宁波银行先
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深圳、苏州、

温州、北京、无锡、金华、绍兴、台州
和嘉兴设立 12家分行，目前营业网
点超过310家。

宁波银行始终坚持“审慎经营，
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以“了解的
市场，熟悉的客户”为准入原则，紧
跟行业发展趋势，合理摆布资源，推
进业务结构向多元化转型，打造出
公司银行、个人银行、零售公司、金
融市场、资产管理、资产托管、投资
银行、信用卡等多个利润中心，形成
明确的客户目标和发展定位，在个人
银行、零售公司、公司业务、资产托管
等领域初步建立起自身的品牌。

多年来，宁波银行不断推进业
务结构向大零售转型。2006 年，宁
波银行成立独立的个人银行条线，

经过多年的努力，个人业务盈利占
比不断提升。2007 年，宁波银行成
立零售公司条线，推出“金色池塘”
系列小微企业融资产品，近年又推
广“税务贷”“快审快贷”“捷算卡”
等特色产品，在区域市场中受到欢
迎。

宁波银行始终坚持“控制风险
就是减少成本”的经营理念，将守住
风险底线作为最根本的经营目标，
持续完善全面、全员、全流程的风险
管理体系，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经受
住考验，不良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
以下，资产质量优良。

宁波银行高度重视科技系统建
设，构建面向业务、面向服务、面向
客户的“三位一体”应用系统体系，

已建设完成的“两地三中心”的灾备
体系能有效防范科技运维风险。宁
波银行紧跟市场主流动向，提高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三大传
统电子银行渠道服务水平，发力微
信银行、直销银行等互联网金融服
务渠道建设，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

20 年风雨兼程，宁波银行展现
出优秀的成长性和经营管理能力。
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新一轮银行
业发展变革，宁波银行积极探索中
小银行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持续积
累在各个领域的比较优势，努力打
造成一家具备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在细分市场客户服务上具备比较优
势的优秀商业银行。

稳健经营 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林 海
江北记者站 张落雁 顾筠

近日，在“海丝国际音乐高峰
论坛”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
会副理事长、海上丝绸之路国际音
乐节执委会主席臧彦彬表示，宁波
既有文化底蕴又有经济实力，完全
能够满足音乐文化发展的条件，打
造“宁波音乐港”是有机会的，甚
至可以成为音乐文化的输出港。

臧彦彬经常出访纽约、伦敦、
戛纳等国外城市参加音乐节活动，

发现在当地有很多街头艺人在展示
才艺，“我特别尊重街头艺术家，
他们把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生活融入
自己的身体，每次遇到这些艺术家
在广场、公园或会场外的街头表
演，我会认真聆听他们的音乐并付
钱给他们。”他说。

对于“街头艺术”和城市管理
的行政职能可能会有一点冲突的问
题，臧彦彬认为，从提升城市文化
地位的角度来看，政府部门需要给

“街头艺术”提供合理的活动空
间。“其实街头艺术家的出现是一

个城市对文化的自信与包容，也是
城市街头的一道艺术风景线，是音
乐节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中的很
大部分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愿意
展示自己的音乐原创作品，政府需
要给他们以充分的活动空间。”臧
彦彬到宁波国际会展中心去看过，
那里有很多空旷的地方，“这些地
方可以有一些街头艺人来做一些表
演，把各种风格组合进去，会有一
种现场感，真的是非常棒。宁波是
非常有潜力的城市，将音乐等艺术
形式融入城市生活的空间和潜力很

大，就看政府部门如何进行谋划和
管理。其实从国内外我们都可以看
到许多当今著名的流行歌手、音乐
人有过流浪歌手的经历。”

如何对“街头艺术”进行引导
和管理？臧彦彬表示，“可以借鉴
海内外的管理经验，对街头艺人有
完善的考核体系，可以持证上岗，
成立相应的民间组织对接政府，以
规范街头艺人的活动等，这样就不
会给城市管理增加太大的负担，同
时还会促进当地城市文化与经济的
发展。”

臧彦彬：要给“街头艺术”提供活动空间

杨新元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
饰演出逃贪官“丁义珍”的演员
许文广，近日痛批“小鲜肉不敬
业、片酬飙高”的现象。他说：

“你看任何电视剧他都是那张
脸，一张面无表情的脸。而且一
年还能接那么多戏，文学修养在
哪儿？人物形象在哪儿？我们

《人民的名义》 有一个最好的数
据说明，总投资 1.2 亿元，只有
四千万元是演员的片酬，四千万
元现在都不够一个小鲜肉。”

今年以来，抨击“小鲜肉”
的声音不绝于耳。毋庸置疑，现
如今，“小鲜肉”已经占领了娱
乐圈的半壁江山，据悉像马天
宇、李易峰、杨洋、鹿晗、吴亦
凡等一批“小鲜肉”的片酬已过
千万元。

随着 《人民的名义》 热播，
“全剧老戏骨片酬不如一个小鲜
肉”的批判声此起彼伏。想想确
实不太公平，一个农民工，拼死

拼活、没日没夜干一年，只拿到一
两万元；一个科学家、大学教授，
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年
薪也不过区区十几万元抑或几十
万元。而一个 20 来岁、踏入娱乐
圈不过几年的年轻人，凭什么拍一
部电视剧就能拿到普通人干几十辈
子也拿不到的钱呢？

批评归批评，往深里一想，
“小鲜肉”演技差，为什么还是有
人用？“小鲜肉”片酬高，为什么
还是有人请？“小鲜肉”不敬业，
编剧导演制片方干嘛还要一个劲往
自己的剧里塞？实际上问题不是完
全出在“小鲜肉”身上，根子在整
个市场环境对于“小鲜肉”的片面
甚至是畸形的追捧。这种追捧，一
方面是投资方快速兑现利润的需
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前部分
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影视剧的
片面诉求。他们不讲究演员的演
技、素养、敬业精神，也不管剧本
的好与坏，而需要“小鲜肉”一张
漂亮的脸蛋。为了那张漂亮的脸
蛋，他们可以激动得一会儿哭一会
儿笑，一会儿叫一会儿跳。这就是
所谓的演员市场号召力。

“小鲜肉现象”，折射出当今影
视观众的欣赏口味和欣赏水平出现
了偏差。过去，我们过多强调影视
作品的教育功能，这些年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功能强调少
了，娱乐功能却被无限放大。为此，
在强调影视行业娱乐功能的同时，
兼顾作品的教育功能，是解决“小鲜
肉现象”的必要手段之一。市场化运
作，并不是一切放任自流。

当然，谁都有年轻的时候。老
戏骨与“小鲜肉”，也不是对立的
两个阵营。一些老艺术家如今成为
老戏骨，其实也是从“小鲜肉”一
步步走来的。著名演员唐国强，年
轻时被人称为“奶油小生”，同样
被讽刺名气大却演技差，认为他是
靠脸在《小花》这样的电影中当男
主角的。直到演了《三国演义》诸
葛亮一角，才一炮打响，被称为

“演技派”“实力派”。
宋朝学者邵雍说：“昔日所云

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
属后来谁。”昔日的“小鲜肉”，如
今 成 了 老 戏 骨 ； 今 天 的 “ 小 鲜
肉”，或许就是将来的“老戏骨”

“演技派”。若干年后，跳出来批评
“00 后 ” 或 者 更 小 的 “ 小 鲜 肉 ”
时，保不准就是今天的“小鲜肉”。

所以，对于一些对自己演技有
要求并且不断努力的“小鲜肉”，
老一辈不妨多一些鼓励和引导，同
时，对影视圈的运营机制多想想办
法，或许，未来可以让“小鲜肉过
火”的情况真正回归理性。

小鲜肉与老戏骨

本报讯（记者林海） 在近日
召开的中国马拉松年会上，2016
宁波国际马拉松赛荣获银牌赛
事、人文风情特色赛事两项大
奖。

宁波国际马拉松赛是国内首
个穿越海港航运码头的马拉松线
路。为提升赛事效果，宁波北仑
区融入“北仑”和“两岸”元

素，打造出串联中国港口博物馆、
梅山大桥、航运码头、沿海中线等
重要元素的港口海岸风情马拉松赛
道，开展以“港城民俗同乐甬马”
为主题的各项群众文艺展示活动，
展现港口文化魅力。比赛设全程、
半程、健康跑(10 公里)、迷你跑

（4 公里） 四个项目，吸引了来自
120个城市的万名跑友参加。

“甬马”获两项大奖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王榕） 前日，宁波市美协组织
50 余名会员，赴象山县墙头镇
方家岙村开展采风写生活动，
用艺术的形式推进我市全面治
水、彻底“剿劣”宣传热潮的
到来。

墙头镇方家岙村位于象山县
城西郊，为市级旅游特色示范
村。近年来，该村通过清理河
道、清除露天粪坑、实行垃圾袋
装化集中清运、分散式污水处理

等方式，全面改变过去脏、乱、差
的面貌，为全省乡村剿灭劣V类水
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此次市美协组织会员奔赴基层
一线，深入治水现场，紧密联系剿
灭劣V类水工作实际，用手中的画
笔，记录青山绿水、“剿劣”措
施、治水功臣和群众期望等。这次
活动为艺术家创作剿灭劣V类水题
材作品积累了第一手材料，也让大
家深刻体会到艺术创作的源泉来自
我们的生活。

市美协会员墙头采风
助力“剿劣”

日前，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主办的 2017 年宁波市青少年武术套
路比赛在宁海举行，比赛分设甲、乙、丙 （男女） 三个组别，设基本
功、国际第一套规定长拳南拳、长短器械 （第一套剑、枪、棍）、规定
42式太极拳、太极剑、少年规定拳、初级 （剑、枪、刀、棍）、规定24
式 （太极拳、太极剑）、全能 （基本功加初级第三路长拳） 等项目，100
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图为比赛镜头。 （林海/文 王静雅/摄）

●昨 日, 现 实 题 材 公 益 电 影
《血狼犬》 在我市德信影城举行媒
体发布会和观众看片会。该片根据
天山林场“西北犬王”的真实事迹
改编，演绎了西北大雪原林场护林
员朱广生倾尽家产驯养狼犬守山护
林，屡遭偷木盗猎的不法分子报复
的故事。为真实反映护林员生涯，
该片创作筹备历时七年，数十次入
疆采风，剧本修改三十稿，一举夺
得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最
佳故事片”奖。

（南华 葛家莉 马永鹏）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白瀛 何欣禹） 由江苏省委宣传
部和北京大学共同支持设立的“曹
文轩儿童文学奖”20 日在京启动
征稿。和国内大多数文学奖项不同
的是，该奖项要求参评作品须为个
人原创的未曾发表、出版过的文
稿。

据“曹文轩儿童文学奖”主办
方介绍，该奖每年评选一次，含

“作家创作奖”和“少年创作奖”
两个奖项，参评作品篇幅要求分别
为 6 万字以上和 1 万字以内，须为
个人原创的未曾发表、出版过的，
符合征稿条件的中文文稿。

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
启动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