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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近日发布2017年半年
度报告，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7.65亿
元，仍保持15.14%的两位数增速。同
时，宁波银行资产质量趋稳，截至今
年6月底，不良贷款率0.91%，与年初
持平；近400%的拨备覆盖率，保持
较高的抵御风险能力。

宁波银行表示，当前三大工作
主线为“管牢风险、提能增效、确保
盈利”，风险管理的夯实和经营业绩
的持续稳定增长，正是题中之意。

资产质量企稳
自2013年以来，宁波银行不良

率维持在0.9%左右，没有大幅波动。
在不良率背后，还需考察不良

核销数据、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逾
期贷款”和“不良贷款”之间的差额，
这三个数据也被视为“毒资产”是否
暴露出清、资产质量是否真正企稳
的潜在判断标准。

从宁波银行报表数据来看，
2016年实际“不良贷款生成率”为
1.27%，资产质量在上市银行中处于
上游。

今年上半年，宁波银行核销不
良贷款11.56亿元，这一数据为去年
核销量的4成，报告期末贷款损失准
备金余额为117.78亿元。

而从业内更为注重的逾期指标
来看，截至今年6月底，宁波银行逾

期贷款31.75亿元，比上年末减少
3.11亿元，逾期贷款占比0.97%，较
上年末下降0.18个百分点。逾期90
日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率为
82%，不良贷款暴露较为充分。

多条业务线并进
对于取得两位数利润增速，宁

波银行表示，上半年业务发展显现
出多条业务线全面前行的局面，也
是全行利润稳定增长的基石。

个人银行方面，储蓄存款、个人
贷款、财富管理等业务盈利能力提
升，全行储蓄存款余额1127亿元，较
年初新增124亿元，增幅12.4%。金融

市场方面，宁波银行债券做市排名
全市场第4位，外汇做市商综合排名
第13位，上海黄金交易所银行间询
价市场正式做市商排名全市场前10
位。资产管理方面，宁波银行通过完
善产品体系、优化产品结构、多元化
投资品种、提前部署资产负债摆布
及严控风险。投行业务方面，宁波银
行已形成结构化融资、债券融资、资
本市场、资产证券化、中层资本及公
司金融顾问六大业务板块，上半年
实现投行业务收入5亿元。资产托管
业务方面，宁波银行托管业务规模
达到2.72万亿元，累计实现托管费
收入2.51亿元，托管余额超过20亿
元的核心客户增长至208家。

（第一财经 夏心愉）

宁波银行发布2017中报：

资产质量企稳，业绩稳健增长

近日，在杭州举办的“2017
年两岸暨港澳银行业财富管理论
坛”上，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了
2016 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机构及产品评价结果，鄞州银行
荣获“2016 年度中国银行业理
财机构最佳农商行奖”。

本次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机构及产品评价是中国银行业协
会理财业务专业委员会根据监管
要求，依照《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

构评价体系》，结合银行理财业务发
展实际，选取合规管理、业务创新、
市场表现和产品风险 4个具有代表
性的指标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在一
级指标下细分了监管合规、信息披
露、产品创新、理财期限、规模收入、
理财收益、风险等级、收益风险等 8
个二级指标，并将二级指标进一步
细化为 13 个三级指标和 56 个考核
点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得出评价结
果。 (毛海华)

鄞州银行获“2016年度中国银行业
理财机构最佳农商行奖”

工行宁波市分行将于8月28日
在全辖 166家网点内举办首届“工
银理财节”。活动当天，该行将甄
选优质大类理财产品，在线上线下
全渠道为客户提供起点从 1 元到
100 万元、期限从 1 天到 5 年的一
揽子理财服务，并通过提供优价金
融理财产品、优惠公募基金申购手
续费率等方式向客户让利，更好地
满足大众群体的理财服务需求。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
和投资渠道的多元，各类理财产品
数量急剧增加，不少投资者面对各
式各样的投资产品不知该如何选
择，对很多产品的投资标的物、风
险属性知之甚少，“选择困难症”
越来越成为困扰广大投资者最为直
接的问题。此次“工银理财节”正

是聚焦这一问题，以“理财汇、会
理财”为主题，践行普惠金融实践
为大众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综
合化的金融服务，致力于帮助客户
克服投资理财过程中的“选择困
难”，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理财观
念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养成。

“工银理财节”当天，工行宁
波市分行将按照线上线下一体化融
合的策略，在线上平台 （融 e 行、
融 e 购、融 e 联、直销银行等） 以
及线下网点等全渠道推广储蓄存款
创新产品、优质理财、精选公募基
金、特色资管计划、优选保险、精
品贵金属、账户交易产品、个人融
资类、柜台记账式债券等一揽子个
人金融理财产品。

（沈颖俊）

工行宁波分行将举行工银理财节

日前，由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和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联合举办的“政
银携手 服务小微”融资服务推进
会举行，来自 55 家小微企业共计
80 多人参加了本次活动。通过活
动，共同谋划创新小微企业服务模
式，促进宁波经济社会发展。

会上，甬股交和宁波市发改委
领导分别介绍了近期挂牌业务和产
品建设情况、近年来宁波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情况；交通银行向客户推
介了该行的展业通、挂牌贷、税融
通、优贷通、出口退税融资等小微
企业特色产品。同时，对交行推荐
的 13 家已成功挂牌企业举行了隆
重的挂牌仪式。

“挂牌贷”是交行针对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扶持方向、掌握企业发
展的关键技术和资源，或有创新的
商业、管理、服务模式的挂牌小微
企业，以其股东持有的本企业股权
进行质押担保，给予一定授信额度
的业务。2016 年宁波市“3315 计
划”企业正式登陆宁波股权交易中
心以来，交行宁波分行与甬股交携
手，已累计开展 10余场业务宣传推
进会，接洽 100多家小微企业，推荐
25 家企业在宁波股交所挂牌，对 4
家企业成功发放了“挂牌贷”，授信
总额 2200万元，进一步满足了挂牌
企业融资需求，有效地服务了小微
企业客户。 （欣 然）

交行宁波分行举办融资服务推进会

洗钱活动会对社会稳定、国家
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
大的损失。如何防范洗钱，保护财
产安全，兴业人来给你支招：

一、到金融机构开立账户时，
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填写您真实
的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地址等个
人信息，配合金融机构进行身份核
实。二、到金融机构存取大额现金
时，请配合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为
他人代办业务时，请出示他 （她）
和您的身份证件；身份证件到期更

换的，请及时通知金融机构进行更
新。三、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
份证件，不要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账
户、银行卡和 U 盾，不要用自己
的账户替他人提取现金。四、远离
网络洗钱陷阱。对于网络信息要仔
细甄别，不要轻易通过网银、电话
等方式向陌生账户汇款或转账。对
于网络信息要时刻警惕，不可因贪
占一时便宜而落入骗局。五、举报
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小 新）

维护金融安全 兴业人在行动

近日，邮储银行余姚支行开
展“金融电影下乡”活动，在普
及电子银行知识，帮助村民正确
认识、安全高效地使用电子银行
服务。

在互联网服务模式的培养和
影响下，客户对电子渠道的需求
日益增强。通过使用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微信银行、智能设备

等服务渠道，广大消费者享受到了
新渠道的灵活便捷。邮储银行余姚
支行在现场悬挂醒目的横幅，工作
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便捷的电子智
能服务模式及相应注意事项。通过
播放视频，介绍了电子银行使用方
式及注意事项，并在观影后开展有
奖问答环节，鼓励村民积极参与。

(小 锋）

邮储银行余姚支行
开展“金融电影下乡”活动 近日，中行慈溪分行营业部为

客户兑换 6万余枚一角硬币，热情
服务受到客户好评。

当天上午，一位客户拎着满满
六大袋一角硬币到中行慈溪分行营
业部请求换成整钞。该行营业部在
了解客户需求后，尽管日常工作忙
碌，但仍然安排专窗多人进行清点，
员工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考虑
到清点耗时较长，来回搬运困难，清
点工作全程在监控下完成。经过整

整三天的努力，中行慈溪分行营业
部在不影响正常业务办理的情况下
将所有硬币清点整理完毕，共计 6
万余枚一角硬币。当客户收到 6000
余元整钞后，连声道谢，对中行员工
细心贴心的服务高度称赞。

据了解，一直以来，中国银行
始终秉承服务客户的理念，主动为
客户排忧解难，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努力做最好的银行。

(小 钟）

中行慈溪分行清点6万余枚硬币

农行江东支行携手农银国际苏
州分公司，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宁海智
能汽车小镇基础设施PPP项目产业
基金，日前完成首笔提款 1 亿元，
这标志着农行系统首单民营企业
PPP产业基金成功落地。

据介绍，宁海智能汽车小镇是
浙江省 10个示范特色小镇之一，也
是宁波市唯一入选的省级示范特色
小镇。该行在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宁海智能汽车小
镇基础设施 PPP 项目后，和农银国

际苏州分公司深入企业洽谈合作，
以政府信用类产业基金作为突破
口，通过“股权+债权”的方式搭建产
业基金架构，推出“产业基金+内保
内贷+项目贷款”的综合金融方案。

此次产业基金投资于该智能汽
车小镇的基础设施PPP项目，包含
景观、市政道路、桥梁、土石方及
地基处理等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
额为 20 亿元，总期限 10 年。项目
落地后，该行还将通过后续内保内
贷、项目贷款等投放9亿元。

（严世佳 仇冲）

农行民营企业PPP产业基金设立

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11 月 10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20606294834XW， 声
明作废。

宁波高凡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鄞州分局 2010 年 6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 号 330212000154887， 声
明作废。宁波市鄞州聚联广
告传媒有限公司

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正本，发证日期 2010年
8月6日，编号浙甬北社证字
第010015号，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区经济社会
发展联谊会

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保税区 （出口加工区）

分局 2015年 6月 3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注

册号：330214000059035，声

明作废。宁波保税区十里洋
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惊驾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一本，股权证号

200101，声明作废。

史佩通

遗失由宁波中远海运集

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签发的三

正三副全套正副本提单，提

单号：COSU6162145230,船

名航次：APL CHONGQ-

ING 213GE，箱号：CC-

LU5172555，声明作废。

深圳市银湖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惊驾股份经济合作

社股权证一本，股权证号：

200102，声明作废。 史凤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

许 可 证 号 ：

J3320021503301， 开 户 行 ：

宁波市江北洪塘农业银行，

户名：宁波市江北华发模具

加 工 厂 ， 账 号 ：

39107001040010837，声明作

废。

宁波市江北华发模具加工厂

遗失惊驾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 权 证 一 本 ， 股 权 证 号 ：
200103，声明作废。 史 速

遗失惊驾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 权 证 一 本 ， 股 权 证 号 ：
200104，声明作废。 史若誉

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本 ， 鄞 地 税 登 字
330227195010044921 号 ， 声 明
作废。

宁波市鄞州姜山戴福英模
具加工店

遗失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一
本 ， 国 税 甬 字
330227195010044921 号 ， 声 明
作废。

宁波市鄞州姜山戴福英模
具加工店

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027663，声明作废。

杨晓磊

遗 失 残 疾 证 ， 号 码

33020619501009232312， 声 明 作

废。 邱亚利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构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 300 万元减至 147 万元，请

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

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龙格家居科技有

限公司

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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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

范项目2018-2019年度分类容器采购项目已由宁波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经甬发改审批函【2017】243号文件批准
建设，项目业主为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建设资
金来自财政，招标代理机构为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
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2018-2019年度
分类容器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交货地点：送达买方指定小区。品目一 2018

年度、2019年度分类垃圾桶供货范围均为海曙区、鄞州区
新增推广范围，小区数约 100 个；品目二 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类垃圾桶供货范围均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
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新增推广范围，小区数约
95 个；品目三厨余垃圾专用袋供货范围为海曙区、鄞州
区，2018年度小区数约488个，2019年度小区数约538个；
品目四厨余垃圾专用袋供货范围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
区、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2018年度小区数约
474个，2019年度小区数约514个。以上供货范围为暂定，
业主可根据送货情况进行适度调配。

2.2最高限价：
品目一：2018年度最高限价为288万元（其中10L×2

家用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 144 万元，240L 社区分
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60万元，120L社区分类垃圾桶
合价最高限价为 66 万元，60L 社区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
限价为 18 万元）；2019 年度最高限价为：320 万元（其中
10L×2 家用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 161 万元，240L
社区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64万元，120L社区分类
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 74 万元，60L 社区分类垃圾桶合
价最高限价为21万元）。

品目二：2018年度最高限价为254万元（其中10L×2
家用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 127 万元，240L 社区分
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53万元，120L社区分类垃圾桶
合价最高限价为 58 万元，60L 社区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
限价为 16 万元）；2019 年度最高限价为 288 万元（其中
10L×2 家用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 144 万元，240L
社区分类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60万元，120L社区分类
垃圾桶合价最高限价为 66 万元，60L 社区分类垃圾桶合
价最高限价为18万元）。

品目三：2018年度最高限价为：2035万元；2019年度
最高限价为：2389万元。

品目四：2018年度最高限价为：1798万元；2019年度
最高限价为：2139万元。

2.3招标标货物名称、数量：（暂估）

2.4品目：4个。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投标人须具备（以下请携带原件备查）:

（1）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
（2）具备投标产品供货能力的国内生产厂家或代理

商（代理商须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
每个品牌只能有一家授权代理商参加投标。若一个品牌
授权多个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则所有以该品牌参加投标
的投标人的投标将被拒绝）；

（3）注册资金要求：品目一或品目二投标人若为代理
商的则要求注册资金在人民币 200万元(或等值外币，以
开标前一日外汇牌价中间价计算，以下均同）及以上且生
产厂家的注册金在 1000万元及以上，投标人若为生产厂
家的则要求注册资金在 1000万元及以上；品目三或品目
四投标人若为代理商的则要求注册资金在 50 万元及以
上且生产厂家的注册金在 100 万元及以上，投标人若为
生产厂家的则要求注册资金在100万元及以上；

（4）生产厂家必须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5）投标人及法定代表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
界定：被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
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以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方
网站查询结果为准）。

（6）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查询
2012年7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投标人应
在2017年9月1日16时00分之前，将招标文件中《查询申请
函》填写完整并盖章（附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
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投标人已办理五证合一
的可不附组织机构代码证）交至招标代理人处。逾期未提交
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其投标文件。

（7）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招标
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
以开标当天“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
准），若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投标。若在开标当天因
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中标
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如中标候选人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本项目重新招标。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品目中的4个品目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7

年 9月 1日 16：00前（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
件。

4.2招标文件下载费用300元。
4.3 如有补充的招标文件请关注本网站，自行下载，不

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的

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
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机构联
系。

5.投标保证金

5.1形式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2017 年 9 月 1 日 16：00（北京时
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

需采用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退还时间详见本章“投标人须知”第12条款（保险保

单形式或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
87861127（中国银行）；0574-87011318（宁波市建设工程综
合保险服务中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 9月 6日 9时 30

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穿路1901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五矿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宁波市新天地东区9号楼802
邮编：315000 联系人：胡工
电话：0574-87925576 传真：0574-87929786

世行贷款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2018-2019年度分类容器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品目

品
目
一

品
目
二

品
目
三

品
目
四

2018年
分类垃圾桶

2019年
分类垃圾桶

2018年
分类垃圾桶

2019年
分类垃圾桶

2018年度厨余
垃圾专用袋

2019年度厨余
垃圾专用袋

2018厨余垃圾
专用袋

2019厨余垃圾
专用袋

名称
家用分类垃圾桶10L×2
社区分类垃圾桶240L
社区分类垃圾桶120L
社区分类垃圾桶60L

家用分类垃圾桶10L×2
社区分类垃圾桶240L
社区分类垃圾桶120L
社区分类垃圾桶60L

家用分类垃圾桶10L×2
社区分类垃圾桶240L
社区分类垃圾桶120L
社区分类垃圾桶60L

家用分类垃圾桶10L×2
社区分类垃圾桶240L
社区分类垃圾桶120L
社区分类垃圾桶60L

厨余垃圾专用袋10L

厨余垃圾专用袋10L

厨余垃圾专用袋10L

厨余垃圾专用袋10L

单位
套
个
个
个
套
个
个
个
套
个
个
个
套
个
个
个

万只

万只

万只

万只

数量
60000
2316
4049
2235
67000
2589
4523
2496
53000
2047
3577
1975
60000
2315
4051
2236

13566.3716

15924.6338

11983.6284

14260.8662

交货期

第一批货物在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
按照买方的统一下发的订单完成生
产，待买方抽样检测后通知厂家于
7 个工作日内发货完毕。之后每批
次货物于买方下单后 10 个工作日
内厂方须完成生产任务，待买方抽
样检测后通知厂家于 7个工作日内
供货完毕。

第一批货物在合同生效后 20 天内
按照买方的统一下发的订单完成生
产，待买方抽样检测后通知厂家于
7 个工作日内发货完毕。之后每批
次货物于买方下单后 10 个工作日
内厂方须完成生产任务，待买方抽
样检测后通知厂家于 7个工作日内
供货完毕。

标段号

001

002

003

004

金额
(元整)

120000

100000

450000

40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银行
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工程建设）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
市科技支行

银行账号

377971218062

377973163073

377973164293

379271215298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板材）价格行情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日期：2017年8月24日

物资名称
细木工板
集成板
向天板
水曲柳
宝石檀

千年舟1.7指接板
千年舟细木板
千年舟生态板

千年舟复合指接板
千年舟饰面板(浮雕水曲柳)

千年舟欧松板
千年舟阻燃板

千年舟负离子板
金刚柚
橡木
榆木

美木豆
二翅豆

1.7集成板
1.7木工板

生态板5mm/9mm/17mm
多层板3mm/5mm/9mm/

12mm/15mm/18mm
圣戈班·杰科石膏板

浮雕3D面板
工程板16mm/17mm/9cm

规格型号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122*244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91*125

122*244 E1/EO
122*244 E1/EO/方

122*244 E1(各种花纹)

122*244 E1/E0/贴面

120*240
122*244（各种花纹）

122*244

产地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美国
美国
印尼
巴西
巴西
德清
德清
德清

德清

法国
德清
德清

价格
165元
168元
190元
90元
80元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面议

联系电话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906616438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13805844026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4984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87906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