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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推进“放管服”和“最多跑
一次”改革，切实落实人总行关于优化
企业开户服务相关要求，人民银行宁
波市中心支行坚守为民初心，不等不
望、主动作为，大力引导辖区银行业金
融机构对开户流程挖潜增效，积极缓
解“痛点”、疏导“堵点”、优化“强点”，
全力提升辖区银行账户服务质量和效
率，努力构建辖区良好营商环境。

■创新资料传递方式，全
面提速开户许可业务

2014 年，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
支行建设并上线运行了宁波市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辅助系统（以下简
称辅助系统），在全国率先开启账户许
可资料电子化传输的“宁波模式”。辅
助系统“二个百分百”，真正实现了“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跑出
了宁波金融服务加速度。

传输“电子化”，覆盖“百分
百”。宁波市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辅助系统 （以下简称辅助系统） 依
托金融城域网，运用影像技术将纸质
账户资料转化为影像信息，通过计算
机和网络实现账户资料原件电子化传
递。2017年8月，辅助系统实现对辖
区所有对公网点的业务全覆盖。

资料“预审核”，效率“百分百”。开
户银行通过辅助系统即时将开户申请
资料及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上传至当
地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办证窗口工作人
员对影像资料进行预审核，经审核不合
格的，在辅助系统中填写补正通知书。
运用资料的电子化传输和审核方式，中
心支行办证窗口业务处理由传统“等”
时间模式华丽跃升为现行“抢”时间模
式。据估算，每次平均可为二级支行以
下网点节约0.5天报送时间，辖区账户
核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2017年度，宁
波市中心支行账户许可工作日均业务
量470笔，当日办结率接近100%。

■狠抓落实、多措并举，切
实助力新政落地

为确保新政 （《关于优化企业开

户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 〔2017〕
288号） 和 《关于开展优化企业开户
服 务 督 导 工 作 的 通 知》（银 办 发

〔2018〕 10 号）） 在辖区迅速顺利落
地，我中心支行积极深入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和企业，找问题、查不足、问
需求，为新政落地“问诊把脉”，切
实掌握政策推进过程中的问题症结。
并立足现状提出“三到位一平台”

（优化流程到位、接受监督到位、检
查纠错到位及畅通无阻的企业账户业
务办理平台） 的举措，着力打造辖区
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

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响应、
上下联动，从各自业务实际出发，做
好“加乘除”，以“特色”“亮点”工
作积极有效推进“最多跑一次”，不
断优化企业开户流程，提高企业开户
效率，密切银企联系，有效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

服务“加”效应。依托大数据和
互联网＋技术，优流程提时效，切实
提升百姓获得感。目前，辖区各银行
机构现已基本实现对公预约开户，企
业可通过网银、手机 APP 及微信等
渠道进行线上预约，银行在线预审资
料，柜面办理时直接打印结算服务申
请表，大大减少客户服务信息填单量
和柜面开户等待时间。有的银行在企
业开户同时提供网上银行预植入、短
信签约、开通回单卡、电子商业汇票
协议签订、委托支付税款协议签订等
其他业务，基本实现“一站式”服
务；部分银行创新使用“开户易”
等智能开户工具，信息一次录入便
可在其行内核心系统、账户管理系
统及征信系统等各大系统之间实现
共享，大大降低柜员开户工作量和
差错率，有效解决了对公柜面开户
排队问题；有的银行利用移动支付
优势，创新“二维码支付”产品，
柜面办理开户等涉及小额费用收取
的客户通过直接扫描柜面二维码，
即可快速完成费用缴纳，无需排队和
等待。

风险“除”效应。积极运用技术
手段提升账户审核水平。辖区各银行
机构充分利用自身数据库、政府数据

库、商业数据库等合法、有效的信息
平台，交叉验证企业身份信息，提高
开户审核效率和准确度；有的银行在
客户经理移动办公 APP 中嵌入“尽
职调查”模块，防范虚假上门核实的
同时，有效提升上门尽职调查实效，
强化了开户风险防控；部分银行计划
引 入 人 脸 识 别 、 光 学 字 符 识 别

（OCR）、二维码等技术手段，作为
读取、收集以及核验客户身份信息和
开户业务处理的辅助手段。

宣传“乘”效应。多管齐下，拓
宽公众参与渠道，凝聚各方共识，营
造良好氛围。为有效提升公众对优化
企业开户服务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各
金融机构除在营业网点 LED 显示屏
滚动播放宣传标语、设立开户专柜专
人负责企业开户辅导和讲解工作等常
规宣传手段外，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
宣传推广活动。部分银行通过公众
号、微信软文等形式进行宣传内容推
送；有的银行除宣传优化企业开户服
务各项举措外，还加入电信网络诈
骗、洗钱、地下钱庄、偷逃税款等违
法犯罪活动的知识，引导企业自觉遵
守银行账户管理政策；有的银行全面
开展“进企入户”宣传活动，进驻全
市各个企业园区和企业，实地开展企
业开户宣传工作，得到了企业的认
可，增进了银企关系。

■优化服务，营商共建，守
住账户管理安全防线

银行账户管理是维护经济金融安
全的基础防线。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
法律法规要求，银行应按照“了解您
的客户”原则，落实账户实名制和反
洗钱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严格审核企
业开户信息真实性，维护社会经济秩
序稳定。实际工作中，我市也多次出
现银行机构堵截冒用他人身份或利用
虚假信息申请办理企业开户案例，所
以银行对客户的尽职调查对确保企业
资金安全意义重大。优化企业开户服
务，提高开户效率，推进辖区营商环
境不断改善，需要银企共同合作、实
现双赢。

优化企业开户服务，推动改善营商环境
——践行“最多跑一次”，宁波金融业在路上

文字：张正伟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实习生
马昊 通讯员徐晓彤） 昨前两天，
全 省 30 多 所 高 校 进 行 “ 三 位 一
体”综合测试，许多高职院校同时
举行提前批招生。宁波大学、宁波
工程学院、浙江万里学院、浙大理
工学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和宁波
大红鹰学院举行“三位一体”综合
测试；宁职院、宁波城职院等一批
在甬高职院校举行提前批招生。在
新高考的背景下，“三位一体”招
生和高职院校提前招生这两个升学
渠道随着招生人数和专业的逐年增
多，备受高三学生青睐。从现场采
访来看，各高校的测试越来越重视

考生的整体素质和特长。
“三位一体”招生的优势在哪

里？采访中，家长们看中的是比单
纯高考相对低的录取分数。万里学
院招生办主任夏正方坦言，从该校
2015 年实行“三位一体”招生以
来，通过这一渠道入学的考生比单
纯高考进来的学生分数平均低 20
多分。学校发现这些学生入学后课
堂成绩并不比其他学生差，而且在
社会活动能力上明显高于后者。其
中，通过“三位一体”招生进来的
学生中，一半以上担任学生干部或
社团负责人。宁波工程学院学生处
处长陈愉说，对于非常热爱某一专

业且文化课成绩稍差点的同学来
说，“三位一体”招生是条不错的
升学途径。

在甬 6 所高校的“三位一体”
测试有面试的，也有笔试的，主要
考查考生整体素质和就读该专业所
需的专业特长。在总成绩构成中，

“三位一体”测试的比重不低，占
35%左右。

在高职院校提前批招生中，记
者发现素质特长同样受重视。在宁
职院招生中，素质特长项目加分优
惠最多。该校招生就业办主任杨伟
超介绍，除了对技能比赛得奖学生
加分外，对文艺、体育特长生的考

试优惠也很多，最多加分可占到总
分的10%。据介绍，今年该校素质
特长申请总人数 270余人，初审通
过 160余人。学校体艺类特长认定
包括田径、篮球、舞龙、健美操等
项目，今年还新增游泳项目。

在宁波城职院提前招生测试
中，招生人数与实际报名人数比为
114。该校招生办工作人员说，
提前招生作为浙江省新高考综合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传统的
唯分选才，注重考量考生的专业潜
质和综合素养，在文体方面有特
长、知识面广、综合素质好的考生
更容易胜出。

高校“三位一体”测试和提前招生扎堆
考生的整体素质和特长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涂蔷 陆燕青）“人工春化处理大
棚蚕豆要注意控制棚温，及时打顶
整枝。冬季要双膜覆盖，保持较高
的棚温。整个生育期以磷肥作基
肥，无需追肥……”日前，慈溪市
农技中心专家戚自荣、崔萌萌走进
坎墩街道春化蚕豆种植大棚，指导
玉兰果蔬专业合作社农户胡晶金蚕
豆种植技术。

为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为
农服务质量，近期，慈溪市开展了以

“联村、联社、联企、联场、联户”为形
式，“送政策、送科技、送农资、送信
息、送服务”为内容的“五联五送”农
业科技下乡活动。其间，当地农业、
林业等专家组成技术咨询团走村入
户，宣讲相关政策法规、技术知识，
免费发放树苗、种子，帮助农户解决
在春耕备耕方面的生产难题。

裘建荣是慈溪大棚蔬菜水果种
植的农技专家。这两天，他正在给
横河镇农户介绍草莓新品种，培训
相关种植技术。“我市种植的主要

草莓品种是‘红颊’，这几年市场
销售情况稳定，亩产值 3 万元左
右。现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培
育草莓新品种非常重要。面对面的
指导培训，有助于草莓种植户更好
地掌握种植新技术。”裘建荣说。

为保证春耕备耕顺利开展，慈
溪市农业局还运用科技下乡现场
会、实用技术培训会、中国农技推
广云平台和农民信箱 App 等形式，
开展“百名农技人员一对一帮扶”

“惠农政策宣传到户”“农产品质量
安全进村”“农业产销信息线上发
布”“农业普法现场咨询”“农业科
技大培训”等六大行动。同时，依
托现有的粮食、蔬菜、水果、水产
4 个 产 业 团 队 ， 117 名 农 技 指 导
员，520名科技示范户，创新“1+
1+N”产业技术联盟模式，形成以
主导产业为核心的垂直服务网格。

截至目前，慈溪市农业局累计
开展相关技术培训 20 余期，受训
1000 余人，推广新技术 10 余项、
新品种20余个。

慈溪农技专家
“组团”下乡助力春耕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北仑
记者站顾霄扬 通讯员张时堪）
海洋工程装备正为北仑高质量发
展启动蓝色引擎。近日，南极磷
虾渔业装备国际技术交流会在北
仑召开，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科研
院所以及挪威、冰岛等国的世界
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 100 多名专
家、学者和行业翘楚，共同研讨
南极磷虾渔业装备关键技术的发
展趋势，为北仑海洋工程装备产
业发展献计献策、把脉护航。

作为北仑重点培育和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北仑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及国际合
作，推动海洋工程装备由近海走
向远洋，由低端向高端转型，成
为北仑接轨“中国制造 2025”的
重要突破口。

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捷胜海
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贺
波展示了企业与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合作成果
——南极磷虾拖网网具。与原生

产网具比较，该网具起网速度提
高 20%，可有效增加日拖网捕捞
网次数量3次至4次。同时，网具
在水中具有重量轻、易扩张、适
宜表中层拖网的特点，经过海上
生产试验，捕捞效率明显提高，
单位时间捕捞产量已达到国外同
类型船先进水平。

“这次合作只是一个开始。”
贺波说，由专家提供技术、企业
提供产业化平台，双方共享产业
化成果，这种合作方式可以让企
业以较少的投入快速进入行业高
端领域，获得较高的回报。

借力产学研合作，人才、技
术、成果等创新要素加速向北仑
流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该区已与中国工程院、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大
学、浙江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
一批涉海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
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采用引
入、共建共享等形式，建立 10个
涉海科技创新平台，其中国家级
5个，建立院士工作站3个。

北仑产学研深度融合
推动海工装备走向远洋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沈晨舒） 昨天，海曙区望春街
道广安社区和辖区多家医疗机构

“牵手”，成立“家门口的公益医
疗圈”，进一步提高群众防病治病
意识，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让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服务。据悉，这种家门
口的“社区医疗公益服务圈”在
海曙区是首创。

据悉，广安社区成立于 2012
年 8 月 ， 是 一 个 年 轻 的 新 兴 社
区，辖区内常住人口 2000 多人，
流动人口有近 4000人。社区党总
支书记史雅波告诉记者，近年来
辖区内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较快，
较多的流动人口带来了较大的医
疗需求，尤其是寒暑假众多“小

候鸟”的到来，也产生了预防保
健、防病治病和健康教育的需
求；而辖区内拥有宁波市中医
院、恩吉口腔、博士眼科医院、
拜尔口腔、宁波市皮肤病医院、
红房子产科医院 （在建中） 等多
家大型医疗机构。为此，社区尝
试和辖区医疗单位共建，成立

“家门口的公益医疗圈”，推广医
养结合的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
打通社区医疗“最后一公里”。

昨天，广安社区在高鑫广场
启动了“家门口的公益医疗圈”
的第一站活动，由恩吉口腔开展
义诊，通过专家作专题讲座、提
供种植牙保健咨询、口腔健康检
查、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在家
门口为居民提供服务。

打通社区医疗“最后一公里”

海曙成立首个
“家门口的公益医疗圈”

昨天上午，由宁波诺丁汉大
学学生表演的中西合璧短剧 《西
游记三打白骨精》 引得台下观众
一片欢呼。当天，宁波诺丁汉大
学举行一年一度的校园开放日活
动，3000 多位家长和学生从全国
各地赶来，和宁诺中外师生进行
面对面交流。国际化大师讲堂、

地球村异国风情大展示、三大学
院观摩体验课等，让体验者领略
到国际化大学的风采。生活区各
色展台、社团嘉年华、彩色跑，
向大家展示了学校轻松愉快的生
活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特
色。

（严龙 胡敏 摄）

宁诺开放日 交流面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