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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
浇灌更多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
各阶层和群体,普惠金融如同这涓
涓细流，让广大有金融服务需求
的群体受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国有
银行的佼佼者，工行宁波分行一
直致力推行普惠金融，在绿色信
贷、助力小微、深入基层普及金
融知识等方面不遗余力，走出了
一条普惠金融特色之路。

多头并进
绿色信贷“点绿成金”

“ 绿 水 青 山 ， 就 是 金 山 银
山”。在提倡节能环保的政策背

景下，工行宁波分行通过几年努
力，将绿色经济作为重点信贷支持
领域，通过信贷资源配置支持经济
结构优化调整和节能减排项目，多
头并进，全面推进“绿色信贷”建
设。2017 年上半年投向生态保护、
清洁能源、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
用等绿色经济领域的信贷资金逾 10
亿元，近五年来投放绿色信贷资金
超百亿元。

2013年，宁波北仑某排水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城区污水管网配
套改造一期工程”项目，因涉及到
北仑三个区域的污水管网及配套设
施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较大，为
了保证项目的准时投产，工行宁波
分行在前期为企业发放中长期项目
贷款同时，后续又创新融资方式，

通过融资租赁收益权业务为企业提
供表外融资，既满足了企业的发展
需要，又在“五水共治”工作中充
当了行业先锋。据了解，该行还通
过信贷资源配置支持了宁波轨道交
通、北仑福泉山风电场项目、滨江
新城河道治理工程项目、宁波杭州
湾新区漂染园区及周边河流整治权
并购项目、象山县污水治理工程等
众多节能减排项目。

在推进“绿色信贷”建设中，
工行宁波分行“多条腿”走路，将
绿色信贷管理纳入信贷流程各环
节，实施环境与社会风险全流程管
理。首先是加强绿色信贷准入。对
拟提供融资支持的公司客户，进行
环境与社会风险尽职调查及审查。
2014 年工行完善了绿色信贷标识，

增设了“节能环保项目与服务”字
段，根据监管部门规定的项目节能
减排成效指标实现节能领域项目分
类，并在信贷相应环节中严格执行
绿色信贷政策分类管理要求，以求
更为准确完整地体现该行绿色信贷
支持力度。

其次是认真落实“绿色信贷一
票否决制”。在积极支持环境友好
类客户的同时，加大对观察类、整
改类客户，尤其是涉及淘汰落后产
能企业、环保违法违规、安全生产
违法违规等高环境和社会风险客户
融资的控制与清退力度，不断促进
行业与客户信贷结构的“绿色”调
整。

再次是强化环保风险监测。加
强环保部门、监管部门、新闻媒
体、贷款客户 （项目） 利益相关方
加强沟通联系，主动监测客户环保
风险因素，提前识别客户 （项目）
环境与社会风险因素，采取措施有
效控制与规避风险。

量身定制
为小微企业注入活力

如果用树来形容企业的话，小
微企业就像一颗颗小树，需要更多
的悉心呵护。近几年来，工行宁波
分行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优化发展模式，持续推出
新产品新业务，努力满足小微企业

“短、频、快”的融资需求。截至
2017 年 3 月末，该行小微企业贷款
客户已超过3000户，贷款余额超过
350 亿元。仅今年一季度，已累计
向1100余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过
90亿元。

李先生是余姚一家净水器生产
厂家的老板，他说他原来最害怕欠
债，但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
意识到有针对性的资金服务是企业
生长的助推器。“我们这个行业，
回款比较慢，一般客户收到货后三
个月会付款，但是付的是 3 个月到
6 个月的承兑汇票，也就是说，资

金在途的时间一般要 9 个月。工行
的工作人员上门回访时了解到这个
情况，给我们推荐了票据池贷款，
节省了资金成本。”李先生说。

工行宁波分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会为客户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比如对李先生的公司，他们还
提供办理了网贷通业务，“承兑贴
息的市场价格走低时，票据池业务
就不一定合适了。网贷通随借随
还，手续简便的特点，比较适合授
信额度和授信期限内的多频次贷款
需求。”

近年来，工行宁波分行还努力
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和方式，大力发
展供应链融资业务，为核心企业的
众多上下游小微企业客户提供了融
资支持。如鼓楼支行2013年建立了
以某机械公司作为核心客户的供应
链融资业务，至2017年3月末,为其
下游30余户企业发放贷款超过4000
万元。

2016年，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难问题，工行宁波分行再推出“税
务贷”产品，即“小微企业纳税信
用 贷 款 ”， 通 过 搭 建 银 税 合 作 平
台，丰富获客渠道，积极运用创新
产品为诚信纳税的优质小微企业提
供高效的信贷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创新多种金融
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
持，助其早日长成参天大树。”这
位负责人说。

共享发展
让金融知识惠及百姓生活

近年来，工行宁波分行不断完
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推
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系统化、规
范化和制度化，持续强化消费者权
益保护,通过各类举措普及金融知
识，维护金融安全，努力构建诚信
金融消费环境。五年来，工行宁波
分行通过投身公益宣传活动，走进
社区、广场、农村、学校，并充分
利用各类阵地和媒体资源，加强金

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累
计开展各项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两千
余次，累计公益服务消费者超过百
万人次，曾于2016年被授予宁波市
金融权益保护协会先进会员单位。

去年 9 月，借助高校开学的契
机，工行宁波分行走进宁波城市职
业技术学院，通过银校联动，以

“大学第一课”的模式在新生始业
教育中，通过“讲座+宣传展示”
的形式，为千余名新生送去电信诈
骗的辨识技巧和防范知识。

据了解，工行宁波分行还将在
今年 8月 28日举办首届“工银理财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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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理财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养
成。

此外，为实现对电信诈骗等外
部欺诈犯罪的精准打击，工行宁波
分行构建了全覆盖、全渠道、全天
候的立体化、智能化防控电信诈骗
网络，对电信诈骗犯罪实时自动预
警，从源头上降低电信诈骗发生
率。2016年累计堵截电信欺诈事件
683起，帮助客户避免资金损失近
1000万元。

“未来我们宣教的重点将放在
理财业务纠纷、电信网络诈骗等主
题上，希望让更多市民在活动环节
互动中深入了解金融安全知识和金
融业务。”工行相关人士表示，普
惠金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
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显著提
升金融服务满意度，增进社会公平
和社会和谐。

（王 颖）

工行宁波分行扎实推进普惠金融工行宁波分行扎实推进普惠金融

“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好家园”工行宁波分行信贷支持象山污水治理项目。 （沈颖俊 摄）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陈冬福） 这几天，镇海蛟川街道临
江小区里，工人拆除了老旧垃圾
房，新建的垃圾分类房将取而代
之。作为区里的首批试点，到国庆
节之前，蛟川街道将建设 11 处新
的垃圾房，推进居民小区垃圾分
类，改善环境。

记者昨日从镇海区城管局获
悉 ， 本 月 中 旬 起 ， 镇 海 在 招 宝
山、骆驼、庄市和蛟川等四个街
道辖区内，对列入世行贷款建设
项目的居住小区实施垃圾分类投
放设施的新建、改造工作，其中
包括垃圾房新建点位 29 个、改造
点位 142个，垃圾桶设置点位改造

500余个。
区城管局公共事业科负责人介

绍，目前居民小区的垃圾房大多过
于狭小，且有漏流污水现象，影响
周边环境。而这次新建、改建的垃
圾房不仅比现有的更大、更漂亮，
功能也更强大，将全部安装有害、
可回收等垃圾分类的投递口，里面

接入了自来水管，增设有除臭、
污水处理装置，以便随时清洗打
扫。垃圾房的外墙上张贴有垃圾
分类信息，并设置一个 LED 显示
屏来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增种垂
直绿化，与周边环境协调，使垃
圾房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好“帮
手”。

500余个垃圾桶住进“新家”
镇海新建的垃圾分类房增设除臭、污水处理装置

本报讯（记者黄程 杭州湾
报道组卓松磊 胡玮） 近日，杭
州湾新区出口加工区迎来首票

“义新欧”中欧班列跨境电商进
口货物。此批由宁波立得购电子
商务申报的价值 17.95 万美元的
跨境电商保税货物“乘坐”中欧
班列，从波兰马拉舍维奇出发，
途经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入境
开往铁路义乌西货运站，而后直
转抵达新区出口加工区。

自 2015 年 12 月 31 日第一票
实单运行以来，如今出口加工区
内的跨境电商业务可谓风生水
起。今年截至8月18日，海关验
放跨境贸易单超 200万单、货值
3.19亿元，成为宁波跨境电商版
图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不久前，八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申请的进口跨境电商存储冷
库在新区出口加工区顺利通过验
收，这是宁波首个通过验收的跨
境电商冷链仓库。这个仓库总存
储 面 积 630 平 方 米 ， 库 容 600
吨，具有冷藏冷冻功能，用于开
展进口冰鲜类及冷冻水产品的跨
境电商业务。今年，新区跨境电
商不仅实现量上的提升，更是实
现了从相对单一消费品到全品类

的转换，预计 2018 年实现跨境电
商交易额20亿元人民币。

6 月上旬，经历了一个多月紧
张的货物转仓后，新区出口加工区
的菜鸟超级大仓已正式建设完成，
这也是全国首个菜鸟超级大仓。除
零食、美妆、母婴用品外，这个仓
库还涵盖了轻奢侈品、酒类、家
电、生鲜食品等进口商品，满足了
社会消费升级的需求。

“新区位于上海、宁波、杭
州、苏州等大都市的几何中心，覆
盖中国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拥
有 国 家 级 出 口 加 工 区 的 先 天 优
势，是菜鸟网络相中这里的重要
原因。”菜鸟网络宁波地区负责人
表示，区位优势和国检、海关等职
能部门的优质服务，将让菜鸟网络
在新区不断加快布局，新区跨境电
商进口包裹日单量将保持在 10000
单以上。

据了解，上半年新区跨境电商
进口已超额完成年度任务，预计今
年全年可实现跨境电商进口3.50亿
元，比去年增加6.4倍。“目前，二
期 5万平方米的跨境仓库正处于主
体建筑施工阶段，力争在今年双
11 前投入使用。届时，新区跨境
电商将再上一个新台阶。”新区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杭州湾新区
跨境电商“风生水起”
预计今年增加6.4倍 明年实现交易额20亿元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曹
飞龙） 昨前两天，省农办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 （扩大） 会暨全省农办
主任培训班在余姚梁弄举行。会议
期 间 ， 来 自 全 省 各 地 市 和 区 县

（市） 的农办主任参观考察了梁弄
镇和大岚镇，这些“见多识广”的
三农领域“大咖”纷纷为老区的保

护和发展点赞。
前天下午，农办主任们参观了

梁弄镇横坎头村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考察了大岚镇的四明山书画
院、姚江源客栈、老柿林山居民宿
等，深入了解老区的保护开发和产
业转型。

四明湖碧波荡漾，四明山景色

秀丽，大家对四明山区域的保护开
发佩服不已。大岚柿林村的发展给
金华市金东区农办主任傅得芳留下
了深刻印象。他说：“柿林村既保
留了古村的韵味，又充满生活的气
息，值得借鉴。在保护好生态的同
时，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

实践。”
梁弄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红色

古镇这些年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和发展优势，教育、特色水果
种植和旅游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
中国机器人峰会永久落户，与会的
农办主任纷纷为梁弄的快速发展点
赞。浙江省咨询委委员、三农发展
组组长顾益康说，梁弄已成为一个
宜居宜游的风情小镇，焕发出多彩
活力，正成为革命老区全面实现小
康的样板。

三农“大咖”为老区保护发展点赞

昨天，慈溪市国税局逍
林分局税宣小分队带领 20
多名“小小税宣员”到新浦
葡萄主题公园游玩，体验

“甜蜜税宣之旅”。暑期尾
声，该市国税逍林分局税宣
小分队组织辖区内的各个假
日学校小学生，积极开展志
愿活动，通过税务微课堂、
纳税服务体验、小手书大
税、参观葡萄园等方式，普
及税法知识，让他们以新的
姿态迎接新学期。

（胡建华 罗丹吟 摄）

葡萄架下
别暑期

【上接第1版】
今年至今，全市检查企业

19206 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行为
907件，处罚金 7157万元，实施
按日计罚 8 件、查封扣押 37 件。
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
16 件，行政拘留 10 人；移送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24 件，刑
事拘留56人。

在监管上，目前我市已初步
形成了一个以 3700 多个村、社
区为主体的四级网格、159 个镇
乡街道为主体的三级网格和 18
个区县 （市） 为主体的二级网格
和 1个市级为主体的一级网络组
成的全市环境监管网络。

今年3月27日，市环保局门

户网站公开了 2017 年宁波市重点
排污单位名单。其中，重点监控废
水单位 90 家，重点监控废气单位
35 家 ， 重 点 监 控 污 水 处 理 厂 37
家，重点监控重金属单位 26 家，
重点监控畜禽养殖单位 3家，重点
监控固废企业 90 家，省级以上重
点实验室 6 家，二级以上医院 50
家。目前，大部分企业已开展环境
信息公开。

我市还每季度组织开展了重点
环境风险单位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行动，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按要求
实施推进。截至目前，发现并整
改各类环境安全隐患 53 处，确保
重点单位各类环境风险早发现、
早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