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银行专栏

为确保甬港北路（百丈东路-中山东路）街景提升工
程的安全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18年 4月 10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对甬港北路（百丈东路-中山东路）实施交
通管制，具体管制内容如下：

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甬港北路（百丈东
路-中山东路）由南往北通行，行人及非机动车不受交通
管制影响。

公交线路改道运营，具体线路调整如下：
一、101路往公交福明站方向、105路往公交梅墟新

城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甬港南路百丈东路口后单向临时改

走百丈东路、中兴路、中山东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口后
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朱雀社区、华桥城、樱花公园站。
（三）单向撤销部分甬港北路走向及甬港新村站。
二、111路、117-1路、117路往公交福明站方向、

131路往锦苑小区（家乐福）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中兴路百丈东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

中兴路、中山东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华桥城、樱花公园站。
（三）单向撤销百丈东路、部分甬港北路走向及朱雀

社区、甬港新村站。
三、160路往甬港新村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甬港南路百丈东路口后单向临时改
走百丈东路、中兴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甬港北路百丈
东路口后按原线运营返回至九曲小区。

（二）单向增设：朱雀社区（西往东）、华桥城（南往
北）、樱花公园（东往西）、甬港新村（北往南）站。

（三）单向撤销甬港新村（南往北）、樱花公园（西往
东）、华桥城（北往南）、朱雀社区（东往西）站。

四、108路(公交甬港新村站-公交横街站)临时改道
运营

（一）改道走向：往公交甬港新村站方向中兴路百丈
东路口后临时改走中兴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公交甬
港新村站。往公交横街站方向公交甬港新村站始发改走
甬港北路、百丈东路、百丈东路中兴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华桥城（南往北）、樱花公园（东往
西）、朱雀社区（西往东）站。

（三）单向撤销朱雀社区（东往西）、樱花公园（西往
东）、华桥城（北往南）站。

五、901路往汽车东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百丈东路中兴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

中兴路、中山东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华侨城、樱花公园站。
（三）单向撤销部分百丈东路、部分甬港北路走向及

朱雀社区、甬港新村站。
六、912路往汽车东站方向、560路往常青藤小城方

向单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甬港南路百丈东路口后单向临时改

走百丈东路、彩虹北路、中山东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口
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鄞州人民医院、彩虹北路、张斌桥站。
（三）单向撤消部分甬港北路走向及甬港新村站。
七、302路往公交甬港新村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百丈路彩虹北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
彩虹北路、中山东路、甬港北路后进入公交甬港新村站。

（二）单向增设：彩虹北路、张斌桥站。
（三）单向撤销百丈东路、甬港北路走向及鄞州人民医

院站。
八、342路十七房景区至公交甬港新村站临时调整为十

七房景区至体育馆运营
（一）改道走向：中兴路民安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中兴

路，中兴路体育馆停靠站点下客后，走姚隘路后进入体育馆
始发站；体育馆始发后走姚隘路、姚隘路朝晖路口后按原线
运营返回十七房景区。

（二）单向增设：锦苑小区（北往南）站。
（三）双向撤销民安路（东往西）、朝晖路（北往南）、甬港

北路走向及明楼公园（东往西）、明园〈北往南〉、朝晖新城
（北往南）、甬港北路宁穿路口站。同时临时撤销公交甬港新
村站始发。

九、351路公交招宝山站至公交甬港新村站临时调整为
公交招宝山站至体育馆运营

（一）改道走向：中兴路体育馆停靠站点下客后，走姚隘
路进入体育馆始发站。体育馆始发后走姚隘路、朝晖路、惊
驾路、惊驾路中兴路口后按原线运营返回至公交招宝山站。

（二）单向增设：朝晖新城（南往北）、惊驾路中兴路口
（西往东）站。

（三）双向撤销中兴路（南往北）、姚隘路（西往东）、甬港
北路走向及体育馆（南往北）、姚隘路朝晖路口（西往东）、甬
港北路宁穿路口站。同时撤销公交甬港新村站始发。

十、367路往宁波大学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甬港北路百丈东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

百丈东路、中兴路、中兴路惊驾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朱雀社区、华侨城、中兴路宁穿路口、体

育馆站。
（三）单向撤销甬港北路、朝晖路、部分惊驾路走向及甬

港新村、甬港北路宁穿路口、朝晖新城、惊驾路中兴路口站。
十一、514路往永昌公交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单向临时改道走向：甬港北路百丈东路口后单向临
时改走百丈东路、中兴路、中兴路中山东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朱雀社区、华侨城站。
（三）单向撤销甬港北路、部分中山东路走向及甬港新

村、樱花公园站。
十二、517路往公交国际会展中心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百丈东路甬港北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
百丈东路、中兴路、中兴路姚隘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朱雀社区、华侨城、中兴路宁穿路口站。
（三）单向撤销甬港北路、姚隘路走向及甬港新村、甬港

北路宁穿路口、姚隘路朝晖路口站。
十三、639路往公交福明站方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百丈东路中兴路口后单向临时改走中
兴路、中兴路中山东路口后按原线运营。

（二）单向增设：华侨城站。
（三）单向撤销部分百丈东路、甬港北路、部分中山东路

走向及朱雀社区、甬港新村、樱花公园站。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

活，选择好出行线路，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自
觉遵照执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鄞州区市政公用管理处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2018年3月30日

关于甬港北路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18年第19号）

一、管制时间
4月5日正清明的交通管制时间从4月4日22时起，6日、

7日交通管制时间从当日零时起；管制结束时间均为当日15
时。

二、管制措施
（一）东线方向交通管制
1、329 国道（盛梅北路至富春江路）、江邵公路、北仑沿

山公路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摆渡车、两轮摩托车
外）通行和停放。

2、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外）在盛梅北路（会展路以南）
由北往南通行和停放。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摆渡
车、两轮摩托车外）在绕城高速五乡地面辅道（五乡北路至
329国道）由北往南通行和停放。

3、禁止一切机动车在双峰路、懋德路、凤凰路、宝同路、
宝林路、同心路通行和停放。

4、宝瞻公路（环城南路东延伸段至 329 国道）、明南路
（公交专线、摆渡车临时始发站）、南车路（包括往北延伸至
329国道的公铁立交下穿道路）和轨道一号线宝幢站禁止机
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摆渡车外）通行和停放。

5、禁止一切货车（包括已办理原辖区“禁货”通行证车
辆，下同）在 329国道（盛莫北路至富春江路）、盛梅北路、五
乡工业区道路、绕城高速五乡地面辅道、江邵公路、北仑沿
山公路、215省道盛宁线（鄞县大道以北）、盛梅公路、鄞县大
道（215 省道盛宁线至东吴）、宝瞻公路（鄞县大道以北）、通
途路（泰山路以西）、百丈东路延伸段道路通行。

6、货车和非扫墓客车禁止从高速公路鄞州东（原五乡
育王）收费站驶出。

7、前往同岙、宝幢、育王方向扫墓的市民可乘轨道交通1
号线至宝幢站后换乘公交摆渡车或者至市体育馆乘坐公交专
线（轨道交通1号线和公交车、专线车、摆渡车各始发站点及发
车时间详见交通部门通告）。

8、从舟山、北仑往返宁波市区途经 329 国道、宝瞻公路
的机动车，应改道走高速公路或江南路。

（二）西线方向交通管制
9、禁止一切货车在童深公路、汇士路、甬梁线（马车桥

至甬金连接线段）、栎高线（望童路以北段）通行。
1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集士港山下庄村道（山下庄村公

墓地至双银村公墓地）通行。前往深溪、双银村公墓的车辆
一律从栎高公路、童深公路或汇士路通行（童深公路实行由
东往西单向通行）。

11、前往山下庄扫墓的小型客车一律从甬金连接线、甬
梁线（中山西路）、岐山村路口进入山下庄停车场停放，再经
原路驶出。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外）在西山公路通行。

12、前往集士港方向扫墓的市民可至奥特莱斯广场、汽
车西站乘坐公交专线或者乘轨道交通 1号线至泽民站后换
乘汽车西站专线公交。

13、禁止大型客车（除公交车外）、大型货车从横街上陈
驶往大雷、爱中方向。

14、前往鄞江芝山方向扫墓的机动车一律沿荷梁线、芝
山村、横鄞线（大桥村）方向行驶，实行单向通行，车辆停放
到附近临时停车场。横鄞线、荷梁线、芝山村道路禁止大型
货车通行。

15、海曙樟村沿溪公路实行分时段单向通行，当日中午
12时前，允许机动车从宁波往樟村、杖锡方向通行，12时以
后，允许机动车从樟村、杖锡往宁波方向通行。荷梁线、沿溪
公路禁止大型货车通行。

（三）北线方向交通管制
16、禁止货车和拖拉机在镇海汶骆公路（329 国道至九

龙大道）由东往西、西经堂路（九龙大道路口以西段）、汶骆
公路（九龙大道路口以西段）、九龙大道（汶骆路口以北段）、
镇海沿山公路（329国道至九龙大道）通行。

17、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两轮摩托车外）、人
力三轮车、电瓶三轮车在镇海沿山公路（九龙大道至 329国

道）由东往西、九龙大道（龙源路口以北段）、香山公路（九龙大道
口以西段）、汶骆公路（三星路口以西段）、余汶路、黄保公路通
行。

18、前往镇海方向扫墓的机动车停放到九龙湖风景区停车
场、九龙大道西侧临时停车场（九龙大道龙都路口西南侧）、镇海
区中心粮库临时停车场（汶骆公路三星路口北侧）后换乘公交短
驳。

19、前往江北黄夹岙公墓的机动车，一律从319省道甬余线、
勤丰村道、勤黄线进入黄夹岙，再经黄夹岙公墓傍山便道、慈湖
村至勤丰村村道、环湖路、东城沿路、骆慈公路驶出，实行单向交
通（除环湖路外）。禁止0.75吨（含）以上货车、黄牌客车、拖拉机、
三轮汽车、低速车、正三轮摩托车通行。机动车在中华路（解放路
口至勤黄线路口）实行由东往西，民主路（中华路口至民族路口）
由北往南，尚志路（民主路口至中华路口）由西往东，东城沿路

（环城北路口至慈城水厂路口）由北往南单向通行。
20、前往江北慈湖公墓的机动车一律从环城北路、环湖路驶

入，停放到慈湖中学停车场（村内车辆除外），驶出经环湖路、东
城沿路、骆慈公路，实行单向通行。

21、前往江北白米湾公墓的机动车停放到金山路、通惠路
（靠近白米湾公墓）的临时停车点。禁止一切机动车在江北白米
湾村道、白米湾墓区道路通行。

22、禁止机动车（除摩托车外）在江北黄保线由东往西通行。
禁止 0.75吨（含）以上货车在江北东保线（骆观公路以北）、黄保
线、鞍保线通行。

（四）南线方向交通管制
23、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摩托车外）在奉郭公路

（奉化 316县道白杜加油站路口至横溪宁横线路口）由南往北通
行。

24、禁止一切大型货车在姜丽线（天童南路至奉化316县道）、
奉郭公路（奉化316县道白杜加油站路口至横溪宁横线路口）、姜
横线、老宁横公路（石桥信号灯路口至新老宁横连接线叉口）通
行。

25、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专线车、摩托车外）在云顿公路
由东往西、从 215省道盛宁线转弯进入云顿公路、从云顿公路西
往北左转弯进入215省道盛宁线、从云龙工业区往顿岙公墓方向
通行。

（五）始发站交通管制
26、禁止机动车（除公交车外）在中兴路（惊驾路至体育场东

大门）由北往南通行。
（六）其他提醒事项
27、严禁在上述管制道路两侧和轨道 1 号线、2 号线各沿线

站点路口停车、设摊，违反规定的依法处罚，影响通行和安全的
一律拖离车辆。

28、投入清明运输的客运车辆必须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
交通部门共同核发的清明运输通行证，按核定线路营运，在指定
地点上下客，严禁随意停车、搭客。

29、对违反规定通行和停放车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
行现场查处和电子警察抓拍处罚。管制路段沿线单位和相关部
门的工作车辆要求通行的，携带机动车行驶证和申请报告从4月
2日起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办理市级参与清明保卫工作单位
的车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鄞州大队（办理鄞州区管制道路
沿线单位和工作用车）、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警大队（办理镇海
区管制道路沿线单位和工作用车）办理通行手续，并按指定路线
和地点通行和停放（清明节东线方向已办理沿线单位通行证的
车辆，严禁在宝瞻公路 329 国道路口由南往西左转进入 329 国
道，严禁在G329国道掉头返回。）。

30、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
活，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开交通高峰和拥堵道路。

31、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道路交通管理实际情况，临
时采取禁止、限行、解除等交通管理措施，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
予理解和支持，按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和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
确保安全有序。

2018年3月30日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2018年清明节期间
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

为确保清明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在4月
5日至7日对海曙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鄞州区、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区、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的部分道路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世界越动，心越要静。经营一家
银行的战略定力亦是如此。

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长期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且先于行业整整一
年，即于 2016年中期就开始出现不
良率逆市降低趋势，2017 年末不良
贷款和 90 天以上逾期贷款已不存
在“剪刀差”——2017 年末，宁波银
行不良贷款率 0.82%，比年初再降
0.09个百分点。

在当前金融去杠杆、资产回表
压力下，宁波银行又一次先人一步，
盈利能力提升，利润增速领跑同业，
2017年先后发行 100亿元二级资本
债、100亿元可转换债，未雨绸缪的
安全垫加厚，发展的后劲和利润的
后劲双双可期——2017 年末，宁波

银行资本充足率 13.58%，较年初上
升 1.34 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
493.26%，比年初大幅提高141.84个
百分点；拨贷比 4.04%，比年初提高
了0.83个百分点。

经济新常态催生金融新常态，
也是商业银行发展动力转换、重构
商业模式、优胜劣汰分化的过程。宁
波银行布局多年的多元利润中心逐
步显现：公司银行、金融市场业务保
持稳健增长；个人银行、资产管理、
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等业务的盈利
贡献持续提升；各利润中心均有适
合自身业务发展的基础客户群及产
品线；子公司永赢基金、永赢租赁发
展势头良好。这些是一家银行未来
可持续发展之兆——2017 年末，宁

波银行总资产 10320.42 亿元，比年
初增长 16.61%；实现净利润 93.34
亿元，同比强劲增长19.50%。

一家银行的智慧不是随波逐流，
而是坚持走一条适合自己的模式道
路，不断积累在细分市场中的比较优
势。2016年-2017年，银行业零售转
型，而零售却又齐齐傍上房贷，随之
又齐齐傍上消费信贷。潮起潮落，宁
波银行有着罕见的淡定，房贷占比连
年持衡在贷款总额0.5%以下，却先于
行业做大特色业务：多年布局并深耕
消费信贷，发展差异化“零售公司”业
务，夯实产品和客户基础——2017年
末，个人业务利润总额35.42亿元，占
全部税前利润的34.85%。

从聚焦本源到服务实体，从风

险管理到营收利润，过去的一年，低
调做事的宁波银行拿出高调业绩答
卷。而这一切的基石，是宁波银行的
长远战略眼光和长期战略定力。

宁波银行的战略定力，是持之
以恒走“轻型银行”道路，做大基础
业务，做强核心业务，推进多元化利
润中心建设，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推
动实现资本的内生性积累。

宁波银行的战略定力，是积极
探索中小银行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持续积累在各个领域的比较优势，
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中国银行业中一
家具备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在细分
市场客户服务上具备比较优势的优
秀商业银行。（愉见财经 夏心愉）

增长丰、仓廪实、风控稳、后劲足
——探一探宁波银行的战略定力

工行宁波市分行依托中国工商
银行集团国际化、综合化的经营优
势，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国
际产能合作、优势产能输出等“引
进来”和“走出去”重点领域中，
不断创新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模
式。在“引进来”中，为企业引进
境外低成本资金；在“走出去”
中，帮助企业搭建国际化开放平
台，着力为宁波企业量身定制个性
化金融服务方案，满足其投融资结
构设计、市场信息咨询等多元化金
融需求。

宁波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长三
角地区，近年来，依托宁波舟山港

口区位优势和开放优势，加大了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
欧国家经贸合作力度，双边投资总
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引进
来”和“走出去”优势明显。对
此，工行宁波市分行一方面依托工
商银行在全球 45 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的 419 家境外机构，根据“引
进 来 ” 和 “ 走 出 去 ” 企 业 跨 时
区、跨币种、跨市场的多维度需
求 ， 进 一 步 打 通 本 外 币 、 境 内
外、在岸离岸市场的对接合作路
径，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充分运用中国人民银行全口径跨
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并通

过工商银行境內外机构建立的财
务顾问、贸易融资、资金管理、
托管清算、债券承销发行、外汇
衍 生 品 交 易 等 业 务 在 内 的 立 体
式、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在服
务“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
中，以跨境金融为支柱，配套高
端财务顾问、股权融资等投行服
务，为企业设计个性化的金融解
决 方 案 ， 满 足 其 投 融 资 结 构 设
计 、 市 场 信 息 咨 询 等 多 元 化 需
求，帮助提升“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质量。

另一方面，工行宁波市分行
积极应对汇率与利率改革、境内

外价差的市场环境变化，加大市
场研判，借助工商银行丰富的融
资产品、灵活的融资安排，加大
与海外分行及代理行的合作，帮
助宁波企业借入低成本外债，通
过内保外债、福费廷、代付等，
使企业获得低成本资金。为了助
力宁波企业“走出去”，该行从资
金结算、财务管理、外汇买卖、
投融资等方面，为这些海外的企
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对区域
内涉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及
其他双边重大战略合作框架下的
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项目，重点运
用内保外贷、跨境并购、境外人
民币贷款等创新型融资工具及多
种汇率风险管理产品，多方位满
足客户需求，解决企业境外融资
困难、汇率风险大等问题，帮助
企业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
资渠道和控制汇率风险。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
助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阳春三月，恰逢植树好时节。作
为绿色银行的典型，兴业银行日前
发起零售贵宾客户“积点捐赠植树，
助力绿色扶贫”公益活动，鼓励客户
通过捐赠积点方式参与中国绿化基
金会发起的“幸福家园－西部绿化行
动”生态扶贫公益项目，支持西部贫
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扶贫开发。

兴业银行将该行“自然人生”理
财卡贵宾增值服务与“幸福家园－西
部绿化行动”无缝对接，客户每 100
贵宾积点即可捐赠一棵树苗，并获得
电子捐赠证书，兴业银行则根据捐赠

积点情况换算成相应善款交由中国绿
化基金会组织宁夏固原原州区的贫困
家庭种植枸杞树。据兴业银行普惠金融
事业部总经理颜勇表示，活动上线短短
一周捐赠植树量已超过800棵。

事实上，深耕绿色金融十多年，兴
业银行绿色金融已形成涵盖绿色融资、
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债
券等门类和品种的集团化绿色产品服
务体系。以“中国低碳信用卡”为例，目
前累计发卡71万张，持卡人仅2017年
购买的自愿碳减排量合计约10万吨，相
当于1000万棵树的碳减排量。（欣然）

兴业银行点缀绿色普惠金融之路

3月29日上午，鄞州银行与区
慈善总会在区人民法院举行了“鄞
州银行司法援助慈善基金”签约仪
式，成立了全省首个由企业出资建
立的司法援助慈善基金，总额达
3000万元。

鄞州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仇
坤与区慈善总会副会长杨亚飞分别
代表双方签署了司法援助慈善基金
协议。鄞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 建 斌 现 场 向 区 慈 善 总 会 捐 赠
3000 万元慈善基金，并与鄞州慈
善总会会长陈振国、鄞州人民法院
院长王松来分别向三位援助对象捐

赠了首批援助善款。
鄞州银行在做好主业经营的同

时，一直热心参与和积极践行慈善事
业。2007 年在鄞州区慈善总会捐款
设立冠名基金，总额达 8000 万元；
2011年捐资1亿元成立“鄞州银行公
益基金会”，是全国银行业、浙江省
企业独家捐资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
金会，累计在慈善、助学等方面开展
慈善公益项目 145个。此次建立司法
援助慈善基金是对司法救助体系的创
新实践和良好补充，进一步完善了法
律援助工作体系，有效惠及民生。

（胡俊俊）

鄞州银行建立司法援助慈善基金

近日，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在
业务办理过程中，通过公民身份信
息联网核查协助公关机关成功抓获
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

3 月 25 日上午，在逃犯罪嫌疑
人向某到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开立
借记卡。该行柜员按照规定对向某
进行公民身份信息联网核查。核
查过程中，该网点接到当地公安
机关电话，确认向某为省外在逃
犯罪嫌疑人，并要求网点工作人
员想方设法让向某留在网点。中

行奉化岳林路支行工作人员在接到
电话后，按照平时应急预案演练要
求 ，沉 着 冷 静 应 对 ，在 开 完 借 记 卡
后，大堂经理引导客户激活手机银
行，开通短信等尽可能稳住犯罪嫌疑
人。十分钟后，当地公安机关民警赶到
网点，将在逃犯罪嫌疑人抓获。

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积极配合，
抓紧时间处置突发状况，帮助公安机
关成功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减少了
社会不安全因素，赢得了当地公安机
关与群众的一致好评。

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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