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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在实现金融服务小微
化和长尾化的同时，还有极强的风
控能力，并凭借推行普惠金融的力
度及金融创新的手段，在《投资者
报》 开展的“2017 最值得信任银
行”评选中，荣获“2017 最值得
信任的普惠金融银行”奖。

小微服务一如既往

背靠民营经济活跃的浙江省，
宁波银行的对公信贷业务一直以中
小企业为主，深入研究如何解决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急”等
问题，在“快审快贷”“转贷融”“税务
贷”“捷算卡”等金融创新之上，对中
小微的普惠扶持力度也较大。

同时，宁波银行坚持“合理定
价、有据定价”原则，在合理确定

贷款利率之外，还鼓励优惠定价，
对社会效益良好的民生消费行业的
小微企业，给予适当利率优惠。

惠民便民两不误

宁波银行 50 多家社区银行网
点以“便民、惠民、利民”为宗
旨，对于行动不便又需要办理大额
存取款业务的客户，提供事前预约
的接送服务；对于周边各类市场如
菜市场，提供实时零钱兑换、残破
币回收、零币清点回收等服务。

近年来，宁波银行将电子银行
作为普惠金融创新载体，升级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和自助
银行四类渠道，不断丰富金融支持
的方式和手段，持续提升金融服务
可得性。

风控普惠保驾护航

宁波银行普惠金融产品已形成
融资授信、现金管理和电子渠道三
大类别产品服务体系，通过产品提
升服务能力，不断践行普惠金融理
念，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为了建立较为成熟的中小企业
贷款风控体系，宁波银行对中小微
客户准入严格把关，仅定位于熟悉
的客户和了解的市场，信贷审批上
注重收集客户“三表”（电表、水表、
报税表）等更接近企业实际情况的
信息。通过职业、收入水平等多维
度、多词条信息精选客户，确保授信
对象职业稳定，具有按期偿还贷款
本息的能力，严控风险。

对此，天风证券廖志明认为，宁

波银行稳定的盈利能力，主要归因
于其深耕本地，精耕中小企业，有较
好的贷款议价能力，带来较高的资
产收益率，同时风险控制能力亦极
强。2013 至 2015 年，在行业信用风
险持续大面积暴露期间，宁波银行
不良压力并未显著上升，资产质量
情况明显好于可比城商行。

“宁波银行继续将普惠金融理念
作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以
普惠金融理念指引整体经营活动，把
实现商业利益和帮扶弱势群体统一
起来，努力探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平衡点，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的金融需求。”宁波银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 （摘自《投资者报》）

宁波银行惠民风控两不误 荣获普惠金融银行称号 有书吧、母婴室、卫生间、饮水
机、宠物笼、免费WIFI，有电子银行
演示体验机、产品领取机、智能柜员
机、智能打印机……工行宁波市分
行自去年底按照网点所处区域的不
同特色，按新标准完成装修并陆续
开业的部分网点正悄然变换面孔，
给客户带来宾至如归的感觉。

走进工行宁波鼓楼西河支行，
网点大门的门把手合拢是一个“工”
字，一半代表工行，一半代表客户。在
装修上科技感和现代感十足的营业
大厅一角，一个书架特别显眼，这些
书不只给等待办理业务的客户消磨
时间，也可以借走，书吧按照共享模
式运营，客户有愿意分享的书，也可
以带来与其他人共享。同时在书吧的
旁边，还有一个电子显示屏，只要手
机在这台电子书架扫一扫，就能免费
下载正版书籍。大厅另一侧有母婴
室，母婴室内洗手台、沙发、小冰箱、

婴儿提篮等一应俱全。大厅内还有便
民服务台，有针线包、剪刀老花眼镜、
碎纸机、点钞机、轮椅、雨伞、宠物笼
等便民物品，配置了卫生间。

在办理业务上，工行西河支行
开通了手机端预约服务，提前预约网
点和时间，可以做到不用排队就能办
理。同时，在智能服务区，有电子银行
演示体验机、产品领取机、智能柜员
机、智能打印机等等，目前90%以上
的非现金业务，均可通过智能设备予
以办理，帮助客户方便快捷地办理转
账汇款、普惠金融、衣食住行、小微服
务以及理财投资等金融及生活服务。
比如办卡业务，在一台智能终端机上
只要插入身份证，按照操作办理，3
分钟就能拿到银行卡。

目前，工行宁波市分行已按照
新标准完成装修 11 家营业网点，
今年还将对更多网点进行不同特
色的改造。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部分网点悄然变换面孔

邬立辉等 32 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波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互联网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平台—交通管理公告栏，网
址：ngb.122.gov.cn）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十五日未接受处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
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述、申辩及
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
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并可以依
法行使陈述、申辩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8年2月23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邬立辉等32名扣留驾驶证后
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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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强） 昨天下午，余姚越剧团的《追
鱼》在逸夫剧院上演，戏迷们陶醉
在碧波潭畔书生和鲤鱼精上演的美
丽神话故事中。春节期间，逸夫剧
院推出新春戏曲汇演，从正月初五
至十三连演八台大戏，营造了祥和
安乐的节日气氛。

自 2010 年起，逸夫剧院每年
在春节推出新春戏曲汇演，丰富
市民的文化生活。正月里到逸夫
剧 院 看 戏 已 成 为 很 多 戏 迷 的 共
识。2015 年起，剧院又将演出时
间从晚上改成下午，逸夫剧院负
责人施敬文表示，主要是考虑到
来剧场的以老年戏迷居多，为他
们提供方便。“剧院已经成立了戏
迷群，征求他们喜爱的剧目，从
反馈来看，喜欢越剧的戏迷比较
多。新春戏曲汇演从去年 6 月开
始启动院团邀请、剧目挑选，为
戏迷量身打造戏曲文化大餐。”他
说，新春佳节为市民送上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剧院特色品牌，是
他们一直在坚持做的。

今年在逸夫剧院新春戏曲汇
演中亮相的院团有余姚市姚剧保护
传承中心 （越剧团）、宁海平调越
剧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上演的
剧目有姚剧 《天要落雨娘要嫁》

《九件衣》，越剧 《一缕麻》《洗马
桥》《王老虎抢亲》《陈三两》《道
观情缘》 等。演出最低票价仅 10

元，低票价让更多的戏迷走进了剧
院，今年前几场上座率在 8 成左
右。

元宵节期间，逸夫剧院还将上

演 《彩蝶雅乐》 音乐会。从 3月份
开始，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
办、逸夫剧院承办的“传梨园梅
韵，赏百家流芳——2018 地方戏

曲展演季”将拉开帷幕，秦腔、越
剧、京剧等将齐聚甬城，齐爱云、
吴凤花、陈飞、翁国生等戏曲名家
将轮番登台为市民献上精彩演出。

逸夫剧院新春好戏连台
地方戏曲展演季将在3月拉开帷幕

图为余姚越剧团的越剧《追鱼》在宁波逸夫剧院上演情景。 （周建平 摄）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黄

洁）昨天，记者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了解到，刚刚过去的狗年春节，
我市文化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放弃
休息时间，积极开展文化执法检查，
确保了春节文化市场的平稳有序。

据 悉 ，节 日 期 间 ，市 、区 县
（市）两级文化执法机构落实了
值班执勤应急措施，安排执法人
员加强对文化市场的动态监管，

对主城区商业综合体、城郊结合
部、车站、景区及周边等重点区
域以及网吧、电影院、歌舞娱乐
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巡查力度。
全市文化执法机构共计出动 69
次，出动执法队员 380 人次，检查
场所 395 家，查处违规场所 2 家，
取缔无证游艺场所 1 家。春节期
间，全市文化市场未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及紧急突发情况。

春节期间我市文化市场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通讯员
方路 尹可可）前天下午，宁波影
都天伦店一放映室内欢声笑语不
断，50 户外来务工人员家庭观看
了《捉妖记 2》。宁波市电影有限责
任公司旗下的宁波影都连锁店联
合宁波市区信用联社举办了这次
新春“小候鸟”公益电影专场活动。

宁波影都天伦店店长陈海威
告诉记者，有很多一线工作人员春
节期间仍然在忙碌，不能和孩子一
起度过。这次活动，他们组织了 50
户外来务工家庭，让父母和子女一
起看电影，增进亲子交流。“希望通

过这个活动，能让那些忙碌的父母
多陪陪孩子，一起度过一段欢乐的
时光。”陈海威说。

苏女士去年从四川老家来到
宁波，在一家健身房从事销售工作，
她的女儿刚满三岁，今年她们在宁
波过了年。能参加这次观影活动，苏
女士很开心，她很感谢有关方面能
组织这样的活动。“陪女儿的时间确
实比较少。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
外地工作，那种父母在外没有人陪
伴的感觉我深有体会，所以希望尽
可能多陪陪自己的女儿。”苏女士的
一番话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声。

影都为“小候鸟”放映公益电影

●由宁波市象棋协会主办，鄞
州区象棋协会承办的象棋传统赛
事——第十七届“迎春杯”象棋名
人赛日前举行，我市众多业余象棋

高手参加了这项比赛，最终胡锦
尧、梁独朕、华惠龙获得甲组前三
名；张忠华、徐基建、应民光获得乙
组前三名。 （姬联锋）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记
者白瀛 魏婧宇）继 30.87 亿元、
34.28亿元之后，春节档全国电影票
房再次被刷新。据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电影局初步统计，2018 年 2 月 15
日至 21日春节假期中，中国电影票
房为 57.23亿元，同比增长 66.94％；
2月 16日，正月初一的票房达 12.68
亿元，超越去年8.09亿元，成为我国
电影市场单日票房冠军。

票房最终要靠口碑制胜

正月初一，有《唐人街探案 2》
《西游记女儿国》《熊出没·变形记》
《红海行动》《捉妖记 2》《祖宗十九
代》6部新片上映，成为今年春节档
的票房主力军。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
披露的数据，7 天内，《唐人街探
案 2》《捉妖记 2》《红海行动》 分
别 以 18.94 亿 元 、 17.03 亿 元 、
11.97 亿元票房成为今年春节档电
影市场前三甲，包揽了 83.77％的
市场份额，《西游记女儿国》《熊出
没·变形记》 分别以 4.35 亿元、
3.65亿元列第四五位。

单日票房方面，除除夕因无新
片大规模上映最低外，从初一到初

六呈现逐日下降的趋势，再次印证
了节日电影消费的规律。《捉妖记
2》在正月初一以5.43亿元创造了中
国电影单片单日票房新纪录，但初
三起单日票房被《唐人街探案 2》反
超直到初六。

中国电影资料馆开展的全国电
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影片日票
房走势变化，说明影片最终要依靠
口碑制胜：满意度相对靠后的《捉妖
记 2》《西游记女儿国》票房呈现快
速回落，而满意度冠军《红海行动》
票房低开高走，谱写出了明显的逆
袭曲线。

老梗变出新花样

能挤进全年最火档期春节档的
电影，一定程度上说都是赢家。今年
春节档 6 部新片中，4 部是续集。它
们凭借口碑票房双赢的前作，积累
了观众群和票房预期，但最终表现
如何，还是要看能否根据市场喜好
作出调整，将受众熟悉的老梗变化
出新花样。

《捉妖记 2》突出“团圆”主题，
与上一部主要讲述人的世界相比，
这次主要围绕妖的世界展开，胡巴
之外的众多“新妖”成员首次亮相。

《唐人街探案 2》延续“喜剧＋推理”
风格，引入“世界名侦探大赛”，其对
东西方文化、悬疑与喜剧的巧妙融
合，以及“唐探宇宙”的构想，成为国
产电影一次别开生面的创新。

《熊出没·变形记》作为系列第
五部，角色也有新突破，将戏剧冲突
设置为父子矛盾而非此前简单的二
元对立，成为国产动画从纯低幼向
全年龄段转变的重要尝试。《西游记
女儿国》则被一些观众认为没有挖
掘出传统故事的新内涵，票房稍逊
一筹。

业内人士指出，高水平的续集
电影频出，体现出制作者有意识地
最大化地发掘电影的商业价值；未
来的续集电影制作会更加成熟，还
将以“集团作战”的形式抢占票房市
场。

优质内容仍是核心竞争力

喜剧和合家欢电影，一直是春
节档的主流，今年虽然也不例外，
但部分影片的表现证明这并非市场
铁律。

根据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真实事
件改编的 《红海行动》，以战斗作
为全部剧情，摒弃了多余的煽情、

夸大的民族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
展现了真实残酷的战争和温情催泪
的人性。这部主旋律热血之作，以
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对春节档给予
了强势提振。

相比“五大天王”，《祖宗十九
代》 则票房相对惨淡，7天内只取
得约 8888 万元，明显掉队。同样
是喜剧题材，《祖宗十九代》 被不
少观众认为内容逻辑不尽如人意，
更像相声剧。

此外，部分影片针对三四线城
市的营销，也是其市场成功的重要
因素。如 《捉妖记 2》 在广大乡村
开展了“胡巴进乡里，幸福村村
通”的刷墙宣传；《唐人街探案
2》 则开通了“唐人街探案 2 高铁
专列”，将电影元素贴上了返乡的
列车。

中影星美院线宣传副经理杨帆
认为，春节档影片非常有必要将营
销资源向三四线城市倾斜，因为春
节期间大量人群返乡，三四线城市
居民成为观影主力。

专家指出，春节档发展到今
天，已经不单单属于“喜剧合家
欢”电影的天下，以优质内容和准
确营销为核心的成熟产业驾驭者，
更显示出本质的市场竞争力。

春节电影票房创57.23亿元新纪录

据新华社平昌 2 月 22 日电
（记者刘阳 王镜宇 王君宝） 中
国选手武大靖 22日在短道速滑男
子 500 米决赛中一骑绝尘，以 39
秒 584 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且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平昌冬奥会首
枚金牌。

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冬奥会

男子项目中夺得金牌。
共有四名选手进入决赛，世

界排名第一的武大靖完全没有给
剩下 3 位对手近身的机会，一直
领滑到终点。

韩国选手黄大恒以 39 秒 854
夺得银牌，他的同胞林孝俊以 39
秒919摘取铜牌。

武大靖夺得中国代表团
平昌冬奥会首金

2月22日，武大靖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紧接第1版】全线采用六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 120公
里。

交通部原则同意小曹娥枢纽
互通式立交采用变形首蓿叶方案。
该互通式立交连接在建的慈溪至
余姚高速公路、滨海新城产业园道

路和拟建杭甬高速公路复线相应
路段，上跨余姚大道（六车道），设
置两处收费广场。

据悉，该项目投资概算 180亿
元 ，采 用 政 府 与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PPP)模式建设，是省内单体投资
规模最大的PPP交通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