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银行专栏

2016 年、2017 年一季度，宁
波 银 行 净 利 润 增 速 分 别 为
19.35%、16.20%，在上市银行中保
持领先；不良贷款率依旧在 1%以
下，资产质量良好。

近年来，宁波银行成长性表现
突出，最近三年净利润增速均在
16%以上。《投资时报》记者发现，多
年来，各大机构研究报告常用“高成
长、高盈利”来形容宁波银行。

研究机构肯定
在银行业整体增速下滑、资产

质量承压之时，宁波银行依旧保持
逆势增长。

记者发现，宁波银行的净息差
表现亮眼，中间业务收入亦对业绩
作出较大贡献。此外，分行区域盈利
能力获持续提升，2016 年度盈利占
比已超过65%，发展动力更加均衡。

对此，各家研究机构均给予肯
定评价。国金证券认为，宁波银行年
报和一季报表现靓丽，超出市场预
期。公司经营稳健，在零售业务、中
间业务等业务驱动上优势非常明
显，盈利来源更加多元。同时，公司
拨备非常充足，资产质量无忧。

盈利能力较强
从区域范围来看，宁波银行是

浙江省的“优等生”。《投资时报》
记者统计浙江省 300多家 A 股上市
公司发现，宁波银行为 2016 年浙
江省最赚钱A股上市公司，全年净
利润达到78.10亿元。

宁波银行以“支持实体、服务
中小”为经营宗旨，持续完善产
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争取在
各个业务触点都能为客户提供优质
便捷的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转型
升级的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普惠金
融服务的质效。

宁波银行以“熟悉的市场，了
解的客户”为准入原则，持续深化
公司银行、零售公司、个人银行、
金融市场、信用卡、投资银行、资
产托管、资产管理等利润中心建
设，持续提升永赢基金和永赢租赁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零售业务投
入力度持续加大，产品体系日趋完
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可持续
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持续加强风控
在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仍处于上

升周期的背景下，宁波银行的资产
质量一直保持平稳。

宁波银行始终坚持“控制风险

就是减少成本”的理念，全员风险
意识不断增强，风控管理专业性和
有效性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经受
住考验。

宁波银行还在进一步夯实并升
级风控能力。2017 年，宁波银行
面对银行业盈利增速放缓、风险管
理承压的新常态，将在业务拓展
上，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抢抓市场
机遇；在风险管理上，抓好风控措
施执行落地，掌握新时期风险管理
的主动权；同时，进一步强化专业
经营理念，提高员工和机构的经营
效能，持续积累差异化的比较优
势，推动银行可持续发展。

（摘自《投资时报》）

宁波银行新常态：高盈利，强风控

A 股上市公司 2016 年年报
近日披露完毕。通过研读交通银
行的年报，可以明显发现，该行
大力推动了增资产效益、增非息
收入、增资产质量，降负债成
本、降资本消耗、降营运成本的

“三增三降”结构转型。
在资产端，交行坚持自身发

展与服务实体经济相结合，增量
业务做早做优、以均增效，存量
业务加固增效、优化结构，从根
本上促进资产质效持续提升。

在负债端，交行通过强化主动
负债管理，抓住市场机遇增加稳定
低价的资金来源，负债结构调整迈
上新台阶。截至报告期末，集团客
户存款余额较年初增长5.44%，其
中活期存款占比为 51.77%，较年
初大幅上升6.54个百分点，为利率

市场化背景下巩固息差扎牢防线。同
时，交行非利息收入贡献持续提升，
2016 年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367.95亿元，同比增长5.05%。

交行坚持走低资本消耗的发展
道路。报告期末，风险加权资产

（RWA） 增速低于资产增速6.49个
百分点，且 RWA与总资产的比例
连续三年下降。报告期末，集团资
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4.02%和12.16%，较年初分别上升
0.53个和0.70个百分点。

交行董事长牛锡明表示，“交行
积极把握经济转型升级机遇，沉着应
对重重挑战，特别是得益于非利息收
入的接棒发力，得益于降本增效的积
极成效，实现利润增速与上年持平，
标志着交行业务结构升级、发展动力
转换取得积极进步。” (欣 然）

交行“三增三降”
创造更有质量的增长

农行宁波分行不断深化现代
农业的金融服务，按照“大三农、新
三农、特色三农”的目标要求，做强
做实“三农”金融服务。至一季度
末，该行涉农贷款余额 570.32 亿
元，比上年增加37.04亿元。

该行积极推进“百亿百家”专
项行动，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通过建立县域大客户和大
项目名单制管理机制，将269家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纳入名单，

已与其中 56家企业建立信贷关系，
提供授信总额26亿元。同时，加大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力度，实施“万
社促进计划”，对全市77家市级示范
性家庭农场和62家市级示范性农民
专业合作社纳入名单制管理，逐户
逐社制定专门的金融服务方案。至
一季度末，信贷支持专业大户（家庭
农场）269户，贷款余额1.34亿元；支
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45家，贷款余额
8550万元。 （陈芋荣）

农行宁波分行助力“三农”金融

近日，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
营业部大厅中的四台综合型智能
柜台正式向市民开放，标志着该
行智能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智能柜台设备体积
轻巧、界面友好，主页涵盖 “我

要开卡”“我要理财”“打印流水”等
19 个模块。市民可以轻松地在该机
具上自助完成包括开立借记卡、购
买理财产品、打印交易流水等 29项
业务，减少等待时间，大大提高业务
办理效率。 （小钟）

中行宁波分行智能柜台亮相

近年来，鄞州银行坚持“服
务三农、服务社区、服务小微”
的市场定位，以“深化金融服
务、健全服务体系、加大金融创
新、普惠城乡居民”为指导，多
管齐下，加大“三农”信贷投
入，扎实推进区域内普惠金融工
作稳定发展。

鄞州银行建立健全普惠金融
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深耕农

村、实体和数字金融三个领域，突
出智慧普惠、绿色普惠、精准普
惠、共享普惠四个目标，构建城乡
一体化的渠道体系，网格化、分层
化的服务体系，构建品牌化、微小
化的产品体系，社会化、循环化的
生态体系，构建智能化、便捷化的
平 台 体 系 五 个 体 系 ， 更 加 突 出

“农”字特色，精准聚焦“三农”
和小微企业。 (小然）

鄞州银行致力普惠金融

5 月 10 日，为普及金融知
识，提升宁波青少年金融素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积极
响应宁波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
会“普惠金融，校园启蒙”活动
的号召，在江北区中心小学开展
了一堂以“争当金融小管家”为
主题的校园金融公开课。

在课堂上，邮储银行授课老师
的讲解生动形象，从怎么认识金钱、
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获取途径，到如
何识别假币、“压岁钱”理财小秘诀
等，内容丰富，帮助小学生树立了正
确的金钱观，打下了良好的金融知
识基础。

（黄佳奕）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
普惠金融活动走进江北小学

工行宁波市分行自 2013年 2
月推出账户外汇业务以来，由于
账户外汇资金交易灵活、透明、
安全，使个人投资者也可以直接
进入国际外汇市场进行交易，现
已成为部分宁波市民投资交易的
新选择，账户外汇投资的交易量
近年来增长迅速。

工行账户外汇是面向个人
客户的账户交易类产品，采取
只计份额不提取实物外汇的方
式，使个人客户可以使用人民
币买卖多种外汇份额，具有交
易品种多、交易时间长、交易
渠道广等特点。账户外汇与外
汇买卖的最大区别在于，账户
外汇是以人民币进行交易，各
币种账户外汇之间不能进行买
卖，且只计份额、不提取实际

外汇，而现有的外汇买卖业务则
是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工行
账户外汇，客户可根据未来用汇
需 求 ， 提 前 锁 定 人 民 币 汇 率 风
险，也可以基于外汇市场的走势
判断进行长线投资或者获取价差
收益。此外，账户外汇先买入后
卖出交易账户余额计活期利息，
客户还可以获得持有币种的利息
收入。

目前，工行宁波市分行可提供
欧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士法
郎、澳大利亚元、日元、新加坡
元、新西兰元、瑞典克朗和挪威克
朗十个币种的账户外汇交易服务，
币种覆盖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同
时，该行还开办 39 个币种对的个
人外汇买卖业务。

（沈颖俊 章羽彬）

工行宁波市分行
账户外汇成投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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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的故事，许多艺术样式
曾经将它作为创作题材。此次，中
央歌剧院和宁波演艺集团联手再一
次演绎她的故事，给了观众视听上
的美妙享受。

首先，它是纯粹的，因为编导
很好地把握住了舞剧的内核。

舞剧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舞蹈
和音乐。《花木兰》的音乐和舞蹈，雍
容大气，充满美感，情感层次丰
富，富有艺术感染力。群舞的编排
尤其出色。编导非常擅长提纯现实
生活，通过纯粹的舞蹈语汇，来叙
述故事，传情达意。无论是出征前
丰收晒粮的团圆场景，临行时夫妻
母子父女的依依别情，还是校场上
操练演武的军旅生活，或是被偷袭
后战士们群情激昂的临行誓师……
都不过分依赖舞台调度或队形变

换，而注重将生活中的典型动作化
为舞蹈语汇，来作艺术表达。这些
舞蹈段落因此呈现出既朴实，又华
美，感情饱满的奇妙效果。

“军营夜宿”一段尤其妙趣横
生。花木兰身为女性的细腻、矜
持，与通铺里男兵们的粗犷睡态，
形成一种有趣的呼应。这种场景如
果不能将生活细节高度艺术化，可
能就会流于庸俗，但编导却揉捏得
既有生活温度，又极具艺术感。在
这方面，《花木兰》 胜过 《十里红
妆·女儿梦》良多，因此也具有更
高的艺术风范。

其次，它是细腻的，因为它将
人情表现得非常透彻。

印象较深的两个段落，其一是
月夜思乡。父亲给木兰的铜镜，勾
起她的女儿情思。群舞的女孩们是
她内心渴望的外化。她对镜，匀
粉，描眉，点唇……她的内心充满
对女儿娇美的憧憬和思之不得、无
可奈何的感伤，真实而动人。

其二，是木兰收养柔儿。曾有
观众疑惑于一个从未做过母亲的女
孩如何对着一个孤儿生出母性情
怀。但我以为，木兰救养柔儿，与
其说是源于母性情怀，不如说是源

于离家别亲，孑然孤苦的同病相
怜。骨笛声声，勾起木兰深重的乡
愁。木兰想象父亲孤身在家想念自
己的凄然场景。她跪在父亲膝下，
想求得一缕温暖，也给予父亲一丝
安慰，但父亲看不见她，只是独自
感伤。这份怆然，极容易使她对无
家可归的柔儿产生深切的怜悯。她
甚至掏出怀中珍藏的铜镜，交与柔
儿把玩。铜镜承载着亲情，也呈现
着她行为的心理根源——收养，不
过是一种乡思与亲情的转嫁与寄
托。

剧作对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
还有很多例子。当然也有遗憾之
处。整体来说下半场在情绪表达上
更多地依赖于较为接近生活细节的
造型，而非有力的舞蹈语汇。比如
卫将军死去，木兰的悲痛与不舍因
为缺乏更有效的舞蹈化呈现，尚显
单薄。

最后，它是有格调的，因为它
的形式表达自律而从容。

技术的发展给艺术创作提供了
更多的表现手段，但也因此使很多
剧作因为不知节制地滥用而遭人诟
病。《花木兰》 所用到的外在手段
不可谓不多，然而在具体的运用

上，它显得颇为节制。多媒体投影
除去在开场打了演职员表，只在场
景变换时用含蓄的影像交代了局势
的变化。转台虽然使用率很高，但
却不显突兀，并且较好地起到了烘
托气氛和渲染情感的作用。特别
是，它在表现木兰亲情爱情的缥缈
无着，想拥有却又难以抓握的伤感
无奈上，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效果，
的确有存在的必要。

非常喜欢编导对于铜镜的写意
处理。作为舞美的组成部分，它既
是帷幕，又是缺月；作为道具，又
有多重内涵。它是亲情的承载物，
是爱情的见证物，又是女儿情思的
寄托物。它的存在，既中和了剧作
透出来的阳刚之气，又丰富了木兰
的情感表达，使人物更为丰满，是
极妙的想法。

有人说，多少年过去了，木兰
还是这个木兰。的确，从现代精神
的渗透上而言，剧作没有作出新的
尝试。但舞剧的本体还是在舞蹈与
音乐。鉴于它纯粹、细腻、有格
调，这方面便也可不作苛求了。如
果在独舞与双人舞的编排上能有更
精彩的表现，它一定会更加完美。

期待它越来越好！

纯粹、细腻、有格调
——舞剧《花木兰》观后记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熊贵奇） 5 月 11 日，张明珠书法
篆刻展在象山县博物馆正式开
展，展出象山籍书法篆刻家张明
珠的《象山名胜印谱》《陶渊明诗
文印谱》 系列篆刻 45枚和行草真

隶书法作品23件。
张明珠，1963年生于象山县西

周镇，1997 年成为中国书协会员，
2014年成为西泠印社社员，是象山
县首位拥有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
社社员“双头衔”的书法篆刻家。

象山举行
“张明珠书法篆刻展”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记者张逸飞） 北京体育大学 11
日成立中国篮球运动学院，中国
篮协主席姚明应邀出任名誉院
长。据悉，国家男篮集训蓝队将
于 13日进驻北京体育大学，易建
联、周鹏、郭艾伦等 23名队员将
与北体大篮球专项师生一同训练。

为全面服务体育事业改革和
北京冬奥会、东京奥运会，北京
体育大学决定对现有学科院系进
行重大改革，成立奥林匹克运动
学部。除即将成立的中国篮球学
院外，奥林匹克运动学部还与项
目中心、协会、国家队等合作成
立了冰雪运动学院、足球运动学
院、排球运动学院、极限运动学

院、马术运动学院等，着力培养
新一代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

北京体育大学还将成立“中
国奥林匹克运动引智中心”，引进
海外高水平教练员，体能、恢
复、康复专家，高水平竞技体育
科研保障、科技攻关团队，为培
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提供支
持；协同化则是指内部协同动员
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医学、运动
康复、运动心理学等优势学科专
业资源，面向竞技体育主战场，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撑保障。外
部加强与各项目中心、体育协
会、社会各界等的合作，与各项
目国家队实现全面对接，共同培
养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

姚明任中国篮球运动学院
名誉院长

5月10日，在希腊比雷埃夫斯附近的斯卡拉马加斯难民营，小难民
围坐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政青年交响乐团的乐手旁聆听音乐。

当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政青年交响乐团来到斯卡拉马加斯难民
营，为难民举行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崔小明

昨天，第 13 届深圳文博会顺
利开幕。跟往年一样，我市今年
组织了近 20 家企业参展，占浙江
团参展企业的近四分之一。这些
企业既有技术领先的海伦钢琴，
也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金银彩绣……他们在万商云集的
深圳文博会上大放异彩，深受参
展观众欢迎。

我市的企业在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的浙江馆集中展示。海伦钢琴
股份有限公司带来几架特别的钢
琴，很多人好奇地围在他们的展位

旁，董事长陈海伦耐心地现场讲
解。他说，这几架钢琴均安装了智
能陪练系统和静音系统，一个老师
可以教 8个学生，极大地方便了钢
琴的学习，能大大减少学琴的成
本，同时提高学习效率。来自深圳
福田区的李先生饶有兴致地试了
试，非常满意，表示要给孩子买一
架。

象山影视城的展位前吸引了不
少参观者。这几年，象山影视城已经
名声在外。记者采访时，两名深圳影
视公司的女士正在了解象山影视城
的发展情况。她们说，去年他们有两
部戏在象山影视城拍摄，印象非常

好，这次特意来了解象山影视城开
发的新进展，准备再来拍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彩
绣展区也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
他们为绣者精巧的手工赞叹不已。
金银彩绣代表性传承人裘群珠在现
场热情地介绍金银彩绣的特点。宁
波云朵网络公司的“大数据”是当
前网络科技界关注的热点，公司与
省文化产业促进会共同组建并重点
建设和运营“浙江省文化产业大数
据服务平台”，为浙江省 20万家文
化企业、各级政府、第三方服务机
构以及受众群体提供全方位的数据
推送、分析、评估和共享等服务，

一 些 企 业 慕 名 而 来 寻 找 合 作 机
会。在“特色文化小镇和文化创
意街区”展馆，我市梁祝文化小
镇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
观众参观后才知道，原来梁祝爱
情故事发源于宁波，他们纷纷表
示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到梁祝文化
小镇去看看。

记者看到，今年的展会上，宁
波各企业充分运用声光电等新媒体
技术及 VR等虚拟体验技术，带给
观众更直观、真切的体验和无穷的
想象，很多产品趣味性足、科技含
量高，让人充分领略了宁波的文化
之美。

深圳文博会宁波企业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