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宁波客户使用工银信用卡参与“爱购周末”活动享受满减优惠。 （陈卓楠 摄）

近日，家住海曙区的小王拿到
了一张印有金色天秤星座图的工银
信用卡。这张“宇宙星座信用卡”
是工行宁波分行最新推出的专属年
轻人的个人信用卡。该卡正面采用
烫金工艺分别设计有简约的 12 星
座图案，采用独特背面平印卡号，
同步办理银联单标识单币卡和VI-
SA 单标识多币种卡，并针对年轻
人、玩家和海淘爱好者的需求提供
专项特色权益。

小王说，自己是一个星座爱好
者，这张“宇宙星座信用卡”不仅
颜值高，还有容时容差还款功能，
如果出国旅游还可享受酒店入住、
下午茶等专属优惠，参与工行“爱
购全球”活动境外消费 （含海淘）
最高可返现21%。这些权益让热爱
旅游和时尚的自己非常满意。

“宇宙星座信用卡”仅仅是工
行宁波分行针对宁波市民消费新常
态个性化服务的冰山一角。近年
来，工行宁波分行信用卡业务积极
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在总行
发展目标下推进经营转型和改革创
新，在以消费为主导，以服务为主
体的消费结构中，打破消费藩篱，
让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实惠，开启了
消费金融新时代。

立足稳中求进
持续提质增效转型

近几年，受 L型经济影响，居
民总体消费呈现出放缓趋势，信用
卡业务遭受着自身风险反弹、同业
竞争加剧以及国内移动支付快速发
展等多重冲击。面对复杂的经营环
境，工银信用卡业务却呈现出快
速、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据了解，2013 年初，工行宁波分
行信用卡客户为 68 万户，发卡量
95 万 张 ， 信 用 卡 消 费 额 107 亿

元, 不良率为 0.56%；截至 2017
年 8 月末，信用卡客户 130 余万
户，信用卡发卡量为 180 余万张，
信用卡消费额约 280亿元，贷款规
模约 190 亿元，不良率为 0.49%。
各项指标业务均成倍发展，市场份
额占比在四大行中保持领先水平，
这充分验证了在消费竞争日益激烈
的当下，工银信用卡仍然受到许多
宁波市民的青睐。

据工行宁波分行银行卡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工行宁波
分行坚持高标引领，把握新常态下
的发展机遇，持续推动工银信用卡
在获客、支付、融资、服务、管理
等五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管理，在
信用卡业务提质、增效、转型方面
都做出了“好文章”。在目前信用
消费环境日趋成熟的大环境下，科
技变革下的支付领域将会快速发
展，交易设备数量和交易频次大大
上升，如何连接宁波市民生活场
景，用科技金融重塑人与消费、人
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是工行信用卡
业务近年来深耕转型的目标。

据了解，自 2014 年工银信用
卡发卡量在全国率先突破 1 亿张、
荣膺工信部“中国第一信用卡品
牌”以来，工商银行继续延伸服务
触角、扩大客户范围，结合自身优
势继续领跑信用卡业务。

拥抱互联网
理性培养“未来客户”

这两天，小王申请到“宇宙星
座信用卡”后十分高兴，同样开心
的是刚从浙江万里学院毕业的陈同
学，她申请到了奋斗卡，作为一名
刚毕业的大学生，这张卡能让她享
受一些超前消费，又不用担心还款
负担太重。工行宁波分行近年来拓
宽互联网获客渠道，运用“产品客

群化”理念打造优质产品线，简化
线上申请办卡流程，通过吸纳年轻
群体办理信用卡优化客户结构。

据了解，工行宁波分行直接在
互联网上为年轻客户提供办卡入口
和简捷的申办流程，建立更灵活、更
适用于互联网渠道客户的信用评估
机制，将授信资源更多地向年轻优
质客户倾斜，实质性地提高年轻客
户信用卡服务的可得性、易得性。此
外，积极探索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
作，协力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初入
职场的小白领等年轻客群提供信用
支付服务，充分尊重他们“需求活跃
但资金短缺”的特点，并根据客户成
长状况适时进行产品和服务升级，
逐步地把这些“未来客户”培育成工

银信用卡的主力客户。
另一方面，工行宁波分行依托

信用卡业务决策数据平台，精准定
位那些消费倾向较强、信用记录良
好、现金流稳定、联系方式完整的
客户，以差异化的产品和权益，实
质性扩大信用卡服务的覆盖面，有
效地提升客户活跃度和忠诚度。

打破边界
连接生活与金融

多年来，工行宁波分行信用卡
业务布局移动互联，打破生活与金
融边界，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
支付融资一体化”全场景连接。

一方面，工行宁波分行朝着

“更便捷、更安全、更通用”的方
向完善工银二维码支付产品，逐步
实现了“刷、插、挥、扫”的用户
习惯转变。并抓紧推出“智能云
POS”，形成全场景支付服务新格
局。同时，把握“互联网融资发端
于支付”的规律，充分发挥二维码
支付深入小微商户市场的服务潜
力，聚合海量的C端客户激发商户
的活力，广泛采集商户二维码支付
交易数据，批量化发展商户融资业
务，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世
界级难题。

另一方面，在商户发展上，工
行宁波分行紧紧跟随市场发展节
奏，去年组建收单业务发展团队，发
力收单业务。构建集市场拓展、商

户服务、产品研发、业务管理、流程
制定等职能于一体的经营管理体系，
全面实施线上线下商户一体化发展战
略。截至2017年6月末，宁波分行银
行卡收单商户超过 30000户，上半年
实现银行卡收单交易额140亿元。

以优惠促进消费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近年来，为持续推动宁波地区客
户的消费，工行宁波分行通过与本地
商圈、商场开展互动合作的形式，开
展了一系列信用卡消费促销活动，例
如促进消费者走出国门的“爱购全球
返现、折扣优惠”活动，与宁波万
达、时代等本地影院，合作开展的特
价观影活动，以及苹果官网消费在线
分期、积分当钱花等。特别是 2017
年，工行二维码支付产品已经在市场
上经过了一年的稳定发展，工行宁波
分行顺势推出“爱购周末”“爱购扫
码”优惠活动，将最新的二维码支付
技术运用到了商户合作促销中去，例
如与银泰合作开展的“爱购扫码”消
费立减活动，客户使用工行二维码在
宁波地区五家银泰商场进行消费，可
享受七折优惠，此外，今年九月继续
开展“爱购周末”第二季活动，客户
可在新秀丽、陆龙兄弟等 230余家活
动商户门店使用工行信用卡可享受消
费满减优惠。以上一系列活动，充分
调动了宁波消费者的刷卡消费意愿，
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到了信用卡支付
的便利。

未来，工行宁波分行还将积极开
发基于大数据的实时授信与风控系
统，打破行内客户和行外客户的藩
篱，做到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实时申
请、实时审批、实时到账，实现“只
要有信用就有贷款”的终极目标，助
力市民消费。

（沈金磊 徐文蕾）

打破消费藩篱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工行宁波分行开启消费金融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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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每年的 9
月 12 日 是 “ 中 国 预 防 出 生 缺 陷
日”。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在宁波，脑膨出、先天性脑积
水等 72 种先天性结构畸形病种可
以 申 请 救 助 ， 救 助 金 最 少 3000
元，最多可达30000元。

先天性结构畸形是出生缺陷的
一个大类，包括脑积水、神经管缺
陷、唇腭裂、多指 （趾） 等常见疾
病。我国是世界上出生缺陷婴儿的
高发国家之一，通过调研发现，中
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量在80万-
120万人，大约每30秒钟就会诞生
一个缺陷儿。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多

数常见先天性结构畸形的儿童如果
在出生后能够及时获得救治，一般
预后效果好，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
生活、学习和工作。为进一步做好
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减少先天性结
构畸形所致儿童残疾，努力提高出
生人口素质，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
司、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
在 15 个省 （市） 联合开展先天性
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试点工作，为贫
困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宁波妇
女儿童医院为该项目在浙东地区唯
一的定点医疗机构。

患儿申请救助需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临床诊断患有神经、消化、
泌尿及生殖、肌肉骨骼、呼吸系统

先天性畸形和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
畸形 6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疾病；年
龄为 0-18 周岁的城乡患病儿童；
家庭经济困难，能够提供村 （居）
委会开具的贫困证明；曾经在项目
定点医疗机构因上述 6类先天性结
构畸形疾病，接受诊断、手术、治
疗和康复；医疗费用自付部分大于
等于3000元。

项目对 2016 年 1 月 1 日 （含 1
月 1日） 之后，患病儿童在项目定
点医疗机构接受诊断、手术、治疗
和康复产生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
依据患儿医疗费用自付情况，一次
性提供3000元至30000元医疗补助
金。每位患儿具体补助标准为：家

庭自付：3000 元 （含） -5000 元
（不 含）， 补 助 3000 元 ； 家 庭 自
付：5000 元 （含） -10000 元 （不
含）， 补 助 5000 元 ； 家 庭 自 付 ：
10000 元 （含） - 20000 元 （不
含），补助 10000 元；家庭自付：
20000 元 （含） - 30000 元 （不
含），补助 20000 元；家庭自付：
30000元（含）以上，补助30000元。

按有关规定，对同一患儿同一
疾病或同一患儿不同疾病分次申请
救助的，只资助一次。

符合项目救助条件的，可由患
者法定监护人提出救助申请，宁波
市妇儿医院将在 5个工作日之内完
成初审。

72种先天畸形病种可申请救助
救助金最多可达3万元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马蝶翼） 记者昨日从市妇儿医院
获悉，该院刚刚被授予“国家级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宁波
市妇儿医院由此成为浙东地区唯
一一家拥有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
救助基地的医院。

宁波市妇儿医院作为宁波
市产前诊断中心、新生儿疾病
筛 查 中 心 、 优 生 优 育 检 测 中
心，有能力对出生缺陷患儿进
行预防、诊断、治疗、康复、
救助、追访、咨询等工作。目
前，医院已开设产前诊断门诊
与遗传咨询门诊、胎儿医学门
诊、小儿代谢门诊、儿童智能

测试、儿童康复等相关诊疗、咨
询和康复门诊，同时医院也是国
家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试点
单位之一，为出生缺陷患儿开通
就诊和救助绿色通道，提供个体
化的诊断、治疗与康复。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
地”设立后，宁波市妇儿医院将发
挥医疗机构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
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的出
生缺陷防治研究工作，承接基金会
的公益项目，共同开展出生缺陷干
预救助系列公益活动，一起为“减
少出生缺陷人口比率，促进出生缺
陷患者康复，提高救助对象生活质
量”而努力。

浙东首家！

国家级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地
落户市妇儿医院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戎宙） 镇海区全面推进“法治
进学校”建设，在全市率先实行

“双法治副校长”模式，即在保
留原有公安法治副校长的基础
上，为全区所有中小学校各聘
请了一名律师法治副校长。据
悉，两位法治副校长优势互补，
进一步提高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
效。

记者从镇海区司法局了解
到，律师法治副校长的人员选拔
过程很严谨。区司法局从职业表
现、个人态度和职业水准等方

位，从优选拔有志参与青少年法治
教育，并擅长 《未成年保护法》

《妇女和儿童权益保障法》《义务教
育法》等与青少年相关法律法规的
优秀律师 33 人，让他们与全区 33
所中小学校建立“一对一”结对关
系，并签订协议。

两位法治副校长各有分工，各
司其职。公安法治副校长侧重协助
学校加强内部安全防范、落实防范
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教育帮教不
良学生、整治校园周边、道路交通
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工作。律师
法治副校长侧重为学生、教师和家
长上法治课，借助“以案说法”等
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
解答学校师生和家长的法律疑惑，
并协助学校健全、完善规章制度，
对学校日常法律问题提供专业指
导。两位法治副校长确保每月 1次
到相关学校履行职责。

优势互补出实效

镇海率先实施
“双法治副校长”制度

本报记者 徐 能
通讯员 练丹妮

月季、杜鹃、鸡冠花……日
前记者走进鄞州区首南街道陈婆渡
小区，只见住宅楼前的绿化带上，
种满了各种花草绿植，居民冯阿姨
正在给绿植浇水。可就在不久前，
这里的绿化带还被居民私自圈地改
造成为“私人菜园”。

社区工作人员说：“一旦发现
毁绿现象，我们就会挨家挨户上门
劝导，并及时处理。”现在，很多
居民还自发将自家的花草搬到楼
下，放置在被毁坏的绿化带上。如
今，曾经荒芜的绿化带再次焕发了
生机，变成美丽的花园。

“目前，居民自发搬来花草补绿
属于过渡期，等到气候合适，街道将
统一规划植绿。”街道负责人说，“从

‘毁绿’到‘造绿’的行为转变，我们
看到的是居民素养的不断提升，让
文明行为渐成常态，才是根本。”

图为绿化带整治前后对比。
（徐能 摄）

从“毁绿”到“造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