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578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
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
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承担 50%，剩余建
设资金按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奉化、鄞州、海曙三地实际里程比
例由三地政府分摊。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鄞州大
道-绕城高速段施工Ⅰ标段进行资格预审。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北起朝阳互通，南至绕城高速以

南与已施工南段相接。
建设规模：改建主线桥约 240米，新建匝道桥及现有匝道桥

拼宽约760米，新建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等。
招标控制价：124223532 元（其中人行梯拆复工程控制价为

199227元，河坎工程控制价为971331元）。
计划工期：24个月，并须满足机场快速路南延（鄞州大道—

岳林东路南）工程建设的总体进度要求。
招标范围：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排水工程、河坎工程、保通

工程、路灯工程等施工总承包。
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要求：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安全要求：宁波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
３.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投标申请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申请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申请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
施工能力；

3.1.3 投标申请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投标申请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具
有 C 级及以上施工信用评价等级（以资格预审之日所在季度的
企业施工信用评价等级为准）；

3.1.5 投标申请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
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
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1.6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申请人已通
过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1.7投标申请人人工工资担保（保函信息）须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里显示：

宁波市内企业显示登记地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任一区且保
函信息在有效期内；宁波市外企业显示登记地在宁波市区或海
曙区或江北区或鄞州区，且保函信息在有效期内。

3.2投标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资格要求：
3.2.1 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

（含临时建造师，临时建造师年龄需在60周岁以下），具有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B证）；

3.2.2拟派项目经理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登记
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 拟派项目经理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
范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
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拟派项目经理无在建项目。拟派项目经理在“宁波市建
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有未解锁项目的视同有在建项目，因特
殊情况未能解锁的，须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
机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3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行政
区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
时间）无行贿犯罪记录。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中
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的相关信息提交检察

院查询，如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该项目
重新招标。

3.4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信
被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
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
人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
如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招
标。

3.5其他必要合格条件：详见第三章“资格审查办法”前附表
第2.2条款规定；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4.资格预审方法
4.1本项目采用的资格预审方法为有限数量制；
4.2潜在投标人数量要求11家单位；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8年 6月 26日到 2018年 7月

5 日 16:00（以购买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资格预审文件。超
出上述规定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5.2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下载费用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
使用费100元），售后不退。

5.3资格预审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申请人须自
行下载相关文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5.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资格预审文件，有意参加投标申
请者在网上购买资格预审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bidding.gov.cn）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5.5 资格预审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 陈
工）。

5.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5.7未在网上购买资格预审文件的单位，其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不予受理。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资格预审申请截

止时间，下同）为 2018年 7月 11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宁穿路 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4楼，具体受理场
所详见当日公告栏）。

6.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资格预审申请文件须在
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
子监察系统（http://gg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否则
其申请将被拒绝。申请人须携带生成加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
用的电子密钥（CA 锁）。资格预审时，投标申请人不能提供生成
加密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所用的电子密钥（CA锁），其投标申请将
被拒绝。投标申请人应在资格预审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本单位
IC卡，IC卡单独包封（标明单位名称、招标项目名称），否则其资
格预审申请将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www.

cnnb.com.cn）和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
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王皓、李红丽、翁雪珺
电话：0574-87686684、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机场快速路南延（鄞州大道-绕城高速）工程施工Ⅰ标段资格预审公告

１.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机场快速路南延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以甬发改审批﹝2017﹞578号批准建设，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绕城
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人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承担50%，剩余建设资金按
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奉化、鄞州、海曙三地实际里程比例由三地政
府分摊。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鄞州大道-绕城高速
工程施工Ⅰ标段监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北起朝阳互通，南至绕城高速以南

与已施工的南段相接。
建设规模：改建主线桥约240米，新建匝道桥及现有匝道桥拼

宽约760米，新建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等。
建设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建安费约1.24亿元。
工程类别及等级：市政工程。
施工监理服务标段划分：1个标段。
质量控制目标：同施工质量要求。
安全控制目标：同施工安全要求。
进度控制目标：同施工工期。
施工监理服务范围和内容：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景观绿化工

程、排水工程、河坎工程、保通工程、路灯工程等施工全过程监理。
施工监理服务期：同施工工期保持一致。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须具备市

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3.1.3 投标人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以下简称

“系统”）登记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1.4 投标人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中须具有Ｃ级

及以上监理信用评价等级（以开标之日所在季度的企业监理信用
评价等级为准）；

3.1.5 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
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
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1.6 企业注册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以外的投标人已通过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备案登记。

3.2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要求：
3.2.1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注册专

业为市政公用工程；
3.2.2 总监理工程师须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系统登记

信息的，其相关内容已经该系统审核通过；
3.2.3总监理工程师无不良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范

围为：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停止投标活动
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3.2.4总监理工程师无在建项目。
3.3其他要求：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在“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管

理系统”中的未解锁项目视为在建项目，因特殊情况未能解锁的，
在资格审查申请文件中提供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相关机
构确认的证明资料。

3.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经宁波市行政
区域范围内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5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
间）无行贿犯罪记录。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将中标候
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的相关信息提交检察院
查询，如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
招标。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不得为失信被
执行人。在中标候选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中标候选人
公示日前“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为准），如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该项目重新招标。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7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6月27日到2018年7月30
日16:00（以购买成功时间为准），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超出上述规定
期限的，招标人将不予受理。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 元（其中电子交易平台使用费 100
元），售后不退。

4.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发布，不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
件，如有遗漏，责任自负。

4.4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有意参加投标者在网上
购买文件前，须先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详情请登录宁波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阅办事指南中《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
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

4.5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系统操作手册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资料下载”栏（咨询电话：0574-87187966陈工）。

4.6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请与招标代理人联系。
4.7未在网上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其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人民币40000元整，可采用以下任何一种形式缴纳
形式①：银行电汇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温馨提示：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投标人汇
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保证金管理系
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功。

形式②：保险保单
保单出具单位：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心（具体承办

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形式③：银行保函
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银行保函需采用

招标文件专用条款提供的格式。
5.2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8 年 7 月 30 日 16:00（北京时间，

以资金到账时间或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出具时间为准）。退还时间
详见示范文本“投标人须知”第3.6.3条款（保险保单形式或银行保
函形式的不予退还），咨询电话：0574-87187113（建设银行）；
0574-87011318、0574-87011280（宁波市建设工程综合保险服务中
心）。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8

年 8月 2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宁
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具体房间详见当日公告栏）。

6.2本项目为网上招投标项目，电子投标文件须在投标截止时
间前上传至宁波市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暨电子监察系统（http://gg-
zy.bidding.gov.cn:60822/t9/login.jsp）,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投标人
须携带生成加密投标文件所用的电子密钥（CA锁）。开标时，投标
人不能提供生成加密投标文件所用的电子密钥（CA锁），其投标将
被拒绝。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交本单位 IC卡，IC卡单独
包封（注明投标单位名称、招标项目名称），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日报、中国宁波网（www.cnnb.com.

cn）、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bidding.gov.cn）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人：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
联系人：王皓、李红丽、翁雪珺
电话：0574-87686684、15757827127
传真：0574-87686776

机场快速路南延（鄞州大道-绕城高速）工程监理Ⅰ标段招标公告

标段
号

001

金额
(元整)

40000

形式

银行
缴纳

收款人

宁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投标保证金
专户(公共资源交易)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宁波东城支行

银行账号

33101983671050
50086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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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6月22日下午，宁波银行余姚
支行的爱心客户和员工经过 4个多
小时的车程，又一次来到丽水市松
阳县汇文中学，将 77 份承载着爱
心和期望的捐助款、物资一一送到
家庭困难的学生手中。

今年是宁波银行余姚支行开展
“山海结对 松阳助学”活动的第
八个年头。余姚和松阳两地素有

“山海协作、帮扶结对”的背景，
两地产业合作密切。在余姚市金融
办 、 团 市 委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自
2011 年起，宁波银行余姚支行通
过松阳团县委和县教育局，得到松
阳县贫困学子名单，然后整合银行
员工、客户、松阳宁波商会等社会

资源，结对帮扶当地贫困学生，同
时还邀约部分客户前往松阳，参加
现场捐赠活动，走访困难学生家
庭，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截至目
前，这一活动结对捐赠资金近 50
万元，受赠学生超过480人次。

在众多到过松阳、热心公益的捐
助人中，有许多人和当地的孩子建立
起深厚的感情。一对年逾古稀的夫妇
每年参加现场助学活动，他们表示，
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他们一直会参
加这项活动，将关爱带到孩子们身
边。今年代替母亲参加结对活动的傅
先生表示，他母亲捐助过的学生已经
顺利升上了松阳一中，虽然母亲不来
了，但是他会把这项爱心事业接下

来。在赠送物资之余，傅先生不忘与
孩子们交流高中之后的学习情况，告
诉他们既要珍惜又要享受学习的过
程。杨女士此次专门给结对的学生买
了手表，希望他们珍惜时间，好好学
习。一位来自宁波银行余姚支行的捐
助人戚女士则向孩子们赠送了书籍，
鼓励他们在书海中遨游，在书本中汲
取更多有益的养分。

作为宁波银行余姚支行内部的
员工组织，舜江文化社从建立之初
便以宣传企业文化、弘扬志愿者精
神等为目标。8年间，舜江文化社从
协助“松阳助学”公益项目的开展，
到逐渐成为项目的策划人和组织
者，使“松阳助学”这项活动不论是

从机制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更加完善
和丰富。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
的余姚人了解到这一项目，了解到
在松阳还有渴求知识的目光需要被
回应，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松
阳公益行”这支队伍中来。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8 年
来，宁波银行余姚支行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不断进取经营，同时始
终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在公益之
路上越走越坚实，越走越远。余姚
与松阳之间 350多公里的距离早已
不是公益的羁绊，该行持续发挥公
益的热能，鼓舞和带动着更多的人
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汇聚爱心暖
流，奉献爱的力量，向困难家庭和
人群送去关爱，为社会和谐美好贡
献力量。 （吴 锡）

情深八载爱暖松阳
——记宁波银行余姚支行助学接力公益活动

近日，鄞州银行推出“鄞州银
行 惠 生 活 2018 世 界 杯 走 进 社
区”主题系列活动，采用“赛事在线
直播+现场微信线上互动+经典足
球电影”的形式，为客户带来不一
样的夏季狂欢体验。

鄞州银行首场“2018 世界杯
走进社区”活动在东钱湖畔拉开
序幕，活动现场，市民们临时组
队开展线下足球九宫格互动和线
上微信拔河活动。活动期间，鄞
州银行工作人员设摊开展业务咨

询和办理，推介鄞州银行微银
行、个人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产
品和业务，现场为市民关心的银
行投资、金融知识等问题答疑解
惑，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共有东钱湖支行、
百丈支行、北仑支行等有代表性
的 9 家 支 行 ， 将 陆 续 开 展 9 场

“2018 世界杯走进社区”活动，
为市民带去不一样的金融服务体
验。

(朱春露 王瑾）

鄞州银行“惠生活”活动走进社区

近日，在 2018 年宁波市融资
对接会上，工行宁波市分行签约
55个项目，总融资规模超百亿元。

多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在
服 务 和 支 持 地 方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扎实做好融资支持和全面金
融服务。一是紧跟宁波建设大湾
区大通道大花园大都市区战略，
在融资模式上，注重以创新的思
路推动债券承销、资产交易、金
融租赁等非信贷融资工具满足项
目需求，特别是积极探索分组银
团、结构化银团、国内银团保理
等创新银团分销方式，千方百计

拓宽资金渠道。在服务模式上，
持续优化项目的受理审批流程和
信贷评审方式，对符合一定条件
的项目开展预评审，提高效率。
二是着力服务小微企业，围绕宁
波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建设，实
打实投入资源，实现审批下放、
授权充分、责任明确、权责匹配
的工作机制，并继续切块规模，
减费让利。同时，新推网上小额
贷款的“结算贷”“余值贷”“税
务贷”等新产品，更全面服务好
小 微 企 业 。 三 是 抢 抓 宁 波 创 建

“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

机遇，力争年内先进制造业贷款
增长 10%。同时，借助工行总行
引入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参与科创
企业投融资业务科技风险评估的
东风，加大科创企业服务力度；
发挥新入选发改委贴息合作银行
优势，积极支持工业技改项目，
帮 助 制 造 企 业 获 得 贴 息 项 目 资
格。抢抓宁波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的机遇，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
通过搭建多元应用场景，全面参
与示范商圈等建设。运用“融 e
购”“工银聚”等新型平台，为企
业提供更加有品质的金融服务。

四是对接宁波企业梯队培育工程
和“凤凰行动”计划，为行业龙
头企业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打造“管家式”服务，并开展产
融结合试点。对行业骨干、高成
长 培 育 企 业 ， 借 助 工 行 总 行 平
台，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
业基金等创新合作，提供股权融
资等业务，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渠
道、低成本的源头活水。

据悉，本次融资对接会，旨在
进一步密切金融机构与企业关系，
建立长期稳定的银企沟通合作机
制。目前，工行宁波市分行支持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贷款余额已
达 2515 亿元，位居我市金融机构
前茅。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融资对接签约超百亿

日前，宁海县税务人员来到东
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就该
企业在哈萨克斯坦总承包的光伏
电站项目相关涉税问题进行了“当
面会诊”。据悉，自“六争攻坚，三年
攀高”提出以来，宁海县税务部门
主动认领服务争效，从服务“一带
一路”、深化“便民办税”等方面着
手，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宁海经济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宁海县税务部门组
建了“一带一路”企业服务小
组，积极响应企业对国际税收方
面的辅导需求，推行“点对点”

“面对面”的个性化订单式服务。
今年以来，该小组已对全县 7 家

“走出去”企业开展了 10 余次上
门服务，并根据企业提出的境外

风险应对、境外投资抵免所得税
政 策 等 内 容 组 织 了 3 场 专 题 培
训，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对外投资
涉税问题。

此外，宁海县税务部门持续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继
2017 年上半年推出 159 项“最多
跑一次”办税清单和 52项“跑零
次”办税清单后，结合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不断拓宽自助办税渠
道。设立自助办税服务厅，开放
自助代开发票、自助查询、网上
申报等 70余项自助办理功能，有
效分流窗口办税纳税人数量。同
时，进一步深化与银行部门合
作，将自助办税终端搬进银行网
点，让便民办税进一步延伸至 8
小时外。 （徐晓阳）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宁海税务在行动

6月27日，“浦发·中国移动
5G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仪
式在上海举行。揭牌后，双方将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探索5G和物
联网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创新应
用，构建跨行业融合生态。

“浦发·中国移动 5G 金融联
合创新实验室”是浦发银行与中
国移动在前期战略合作基础上的
又一次跨界创新，对于促进5G与
金融行业的融合发展，推进浦发
银行“以客户为中心，科技引
领，打造一流数字生态银行”战
略以及中国移动“大连接”战略
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浦发银行与中国移动将通过
“浦发·中国移动 5G 金融联合创
新实验室”紧密连接前沿科技与
金融业态，共同研究推进基于
5G 的智能网点建设、用户体验
创新、风控管理优化等新业务、
新服务，打造高效、直达、智
能、共享的一流数字生态银行平
台，融入垂直行业和新兴产业，
构建开放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
圈，更广泛深入地服务民生、服
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互利
共赢。

（小 浦）

浦发·中国移动
5G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

为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进
一步做好对口帮扶贵州省黔西南州
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共青团
组织优势，服务贫困地区贫困孩子成
长成才，中行宁波市分行近期号召全
辖各级团组织开展以“牵手千人心连
心，爱心晚餐递真情”为主题的助力
爱心晚餐捐款行动。

该行全辖约 600名青年团员参

与了此次助力爱心晚餐行动，仅仅三
天共计募捐19516.96元，根据通知内
容，该行可帮助 19名学生解决一年
的营养晚餐。

后期，中行宁波市分行将通过
团市委与贵州省黔西南州取得联
系，与捐助的学生进行联系并开展
互动活动，为全国的扶贫事业贡献
自己的青春力量。 (小 钟）

中行宁波市分行
助力爱心晚餐捐款行动

近日，农行宁波分行启动公
共服务窗口单位文明创建活动，
活动将围绕“环境美、秩序优、
服务精、氛围浓、评价好”的目
标，强化“六有、六无、一高”
建设，以不断提高全行网点管理
水平、服务水平和文明程度。

据了解，此次创建活动覆盖
了宁波地区内所有农行网点，力

争 3 年内全部创成区县 （市） 级
以上公共服务窗口文明单位。在
活动开展过程中，该行还将面向
全辖客户、员工开展不文明行为

“找茬”、文明创建好建议征集评
选等活动，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
作用，推动网点文明创建水平不
断提升。

（包燕芳）

农行宁波分行启动
公共服务窗口单位文明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