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行宁波高新区支行始终将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支
持实体经济的基本着力点，近年
来立足区域实际，服务地方经济
提质增效，加大力度支持新材料
产业发展，为宁波新材料 （国
际） 创新中心 A 区授信 6 亿元项
目贷款用于其基础设施建设，目
前已发放贷款5亿元。

该行多措并举助推新材料产
业发展，通过走访区域管委会、
经发局等部门，统筹政府资源，
撬动金融资源，构建银企互通互
信信息服务平台。促进机制创
新，完善机构分布，在区域内保
证资源补给，专门设置高新科技
支行，并在人员、资源、政策等
方面给予倾斜，打造专业化的科

技金融服务模式和产品体系。优
化资源配置，改善信贷供给，优
先支持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安排优惠信贷政策，提供专
项规模支持。力促业务创新，提
高内生动力，不断拓宽业务渠
道，通过自身内外联动、加强产
品运用等方式探索多元业务模
式，满足多样融资需求。

同时，该行先后为一批具有
较大市场潜力、具备一定产业化
基础的新材料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其中为光学膜产品研发领军
型 企 业 授 信 2.7 亿 元 ， 为 国 内
OLED 材料领军型企业提供流动
资金贷款，与新材料大赛获特等
奖企业签署投贷联动协议等。

（胡晓敏）

农行宁波市高新区支行
助力区域新材料产业发展

有 514名选手共同参与的中国
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第十六届业务
技术比赛于8月19日圆满落幕，工
行宁波镇海支行、鼓楼支行、北仑
支行、江北支行、分行营业部、东
门支行代表队获团体前6名。

本届比赛设传票输入、综合柜
员、公司客户经理、互联网金融场
景共建创意大赛情景演示、网络金
融业务知识笔试、结算与现金管理
项目、国际业务、信用卡业务、客户
经理场景化项目、手工点钞、综合服
务情景模拟、大数据分析、网点厅堂
服务、安全保卫等 12 个专业，共 14
个贴近优质服务、贴近业务创新、贴

近转型发展的银行业务技能比赛项
目，全辖 18支代表队派出的选手参
加了团体前 6 名和个人 112 个奖项
的角逐。经过两个阶段的技能比试，
共有208人次获个人奖项。

工行宁波市分行每两年举办一
届业务技术比赛，旨在通过开展比
赛，以赛促学，以学促优，在全行着
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
围，促进全行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的
整体提升；通过选手言传身教，帮助
和带动广大一线员工不断提升综合
素质，争当学习型、知识型、技能
型、专家型员工；通过比赛形成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
重创造的人才导向，践行追求卓越
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
以及客户至上的“工匠精神”。

（沈颖俊 谢一芳）

工行宁波市分行业务技术比赛锻造“工匠精神”

为了进一步向乡镇、农村村
民宣传反假货币知识，提高农村
村民的假币鉴别能力，近日，兴
业银行宁波分行深入农村一线，
开展了反假币主题活动。

乡镇村民以农副产品买卖为
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居多，每天
接触较多的纸币，但对于纸币的
相关知识较为欠缺、假币的辨别
方法掌握不到位、反假币的意识
较为薄弱，是提升全民反假货币
意识的薄弱环节。

自 7 月份开始，兴业银行宁
波分行工作人员组成的“反假币
小分队”便先后前往宁海山河
村、北仑杜鹃社区、镇海九龙湖
长宏村、余姚慈溪乡镇街头进行
反假币宣传活动。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的乡镇
村民能参与此次反假活动，兴业
银行宁波分行工作人员选择在菜

场、小集市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地
方开展此次公益宣传活动。该行
工作人员为本次宣传活动准备了
横幅、反假币宣传册和小礼品，
向来往的村民发放反假币资料图
册，耐心向村民讲解假币识别的
常用办法。此外，很多村民表示
自己有收到假币的经历。针对收
到假币的情况，工作人员提醒他
们不可把假币再次蒙混花出去，
要遵守法律进行上缴，提高反假
币的意识。

该行工作人员表示，本次反
假活动工作人员的接待人次有
300 余次，分发宣传页近千份。
此次活动虽已结束，但该行将
继 续 加 大 对 广 大 乡 镇 村 民 识
假、防假、法制意识的宣传力
度，为建设美丽乡村献出一分
力。

(欣然）

兴业银行宁波市分行
在乡村开展反假币主题活动

为进一步加强公众金融知识教
育，着力提升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技
能和风险识别能力，中行北仑分行
日前在全行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
里行”活动及“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犯
罪”集中宣传月活动。

以“支付安全”“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为主题，围绕“提升持卡人安

全用卡意识，构建良好银行卡支付
环境”“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技
能”进行宣传，中行北仑分行辖内各
营业网点充分发挥网点宣传作用，
运 用 网 点 LCD 屏 、电 子 电 视 屏 、
ATM机、自助设备等，展现“金融知
识万里行”活动和支付结算账户使
用安全等相关图片和文字。在网点

大堂、柜台、自助银行等区域摆放金
融知识宣传资料，方便客户阅览，并
在网点安排专人负责开展金融知识
宣传教育和咨询解答工作。同时积
极组织网点业务骨干结合进商圈、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的

“五进”宣传，在企业、商圈、社区、学
校、城乡结合部、偏远农村等宣传相

对薄弱区域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两
个主题活动宣教影响力。

在本次活动中，中行北仑分行
共发放宣传折页 500 余份，耐心解
答公众疑问，切实开展宣传活动，达
到良好宣传效果。同时，积极引导广
大员工不断提高对金融知识宣传普
及工作的重视程度，形成了全行共
同参与普及金融知识的良好氛围。

（小钟）

中行宁波市北仑分行开展集中宣传月活动

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近日发布了 2018 半
年度报告，继续展现出优秀的经营
业绩：资产规模站稳万亿平台且稳
中有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增
长，资产质量持续向好，不良率继续
走低。

保持战略定力，积累比较优
势 在利率市场化、金融去杠杆、行
业严监管等外部经营形势下，宁波
银行恪守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源，
在同业竞争中打造差异化的核心竞
争力，持续积累比较优势。

宁波银行确立了以长三角为主
体，以珠三角、环渤海湾为两翼的

“一体两翼”发展策略，经营区域内
潜在基础客群和业务拓展空间十分

广阔。宁波银行持续深耕这片优质
经营区域，潜心聚焦优势领域。同
时，宁波银行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于
大零售及各类中间业务的发展。

营业收入创新高，不良贷款率
下降 宁波银行致力打造多元化的
利润中心，已形成公司银行、个人银
行、零售公司、信用卡、金融市场、投资
银行、资产托管和资产管理等多元化
的盈利结构，永赢基金、永赢租赁两家
非银子公司稳步发展，盈利来源更加
多元。2018年1-6月，宁波银行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均创出历史新高：营业
收入135.22亿元，同比增长9.79%；净
利润57.01亿元，同比增长19.64%。

宁波银行始终坚持“控制风险

就是减少成本”的风险理念，风险管
理措施的有效性不断显现，较好地应
对了经济的周期起伏与结构调整，不
良率始终处于行业较低水平。截至
2018年6月末，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
0.80%，比年初下降了0.02个百分点。

科技支撑有力，助推业务发
展 经过多年的持续积累和投入，宁
波银行科技水平已经在同类银行中
处于领先水平。面对金融科技的发展
浪潮，宁波银行积极通过技术创新、
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努力打造在金
融科技上的核心竞争力，为形成自身
的差异化比较优势提供支撑。

宁波银行持续加强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加速科技系统和新数据

中心建设，推动科技支撑能力再上台
阶，能够更好地支撑各项业务发展。

完善机构布局，锻造人才队伍
宁波银行持续完善“一体两翼”的机
构布局，争取实现浙江省内机构全覆
盖，在省外区域将营业网点逐步下
沉，提升品牌影响和客户口碑，努力
成为区域主流银行。

在发展机构的同时，宁波银行通
过标准化、模板化和体系化建设，打造
了一支适应银行业发展新常态的专业
化员工团队，增强人力资源保障。

宁波银行今后将主动适应银行
业经营的新常态，抓住业务发展新
机遇，持续夯实管理基础，扎扎实实
做业务，一丝不苟防风险，实现稳健
可持续发展。

宁波银行2018年中报发布：

盈利能力增强，资产质量向好

工行宁波市分行第十六届业务技术比赛传票输入项目。 (沈颖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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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豪生大酒店东侧地块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
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市恒厚实业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名称：阳光豪生大酒店东侧地块项目；
类型：商务金融、住宿餐饮、批发零售；
总建筑面积：47756.89 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15480.48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东面、西面和

北面均至规划道路，南至中山西路，其中北侧隔规划路与
胜丰河相望，西侧与阳光豪生大酒店毗邻。

3、投标对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包含物业管理；投标人必须提供自 2016年 1月 1日以来管
理单个项目建筑面积不少于 5 万㎡的酒店或商务办公的
业绩，须提供物业合同及规划许可证或属地物业主管部门
出具的证明材料等有效证明资料（提交复印件，时间以合
同签订生效时间为准）。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上午
9：30－10：30，携以下资料到海曙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报
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提交原件）；
（2）营业执照（提交正本、副本复印件）；
（3）拟派项目经理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提供学

历证书复印件），至 2018年 8月 23日（不含当天）年龄不超
过 30周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以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
为准且身份证须在有效期限内），近 3 年内在宁波大市范
围内建筑面积 5 万㎡以上规模的商务办公项目担任项目
经理，且担任项目经理的时间不少于 1 年（提交物业合同
复印件及业主证明材料原件）；

（4）拟派项目经理的信用证明（提交原件）及社保机构
出具的能体现投标人为拟派项目经理已经缴纳最近连续
三个月（2018年5月、6月、7月）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提交
原件，原件上须加盖缴费证明专用章或社保机构单位章，
社保机构出具的缴费单位名称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由
投标人分公司缴纳的视为一致)；曾以拟定项目经理身份
参加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且目前尚任中标项目前期阶段

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提

交原件）；
（6）投标承诺书（提交原件）；
（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

《外地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提交复印件）；
（8）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如

有，提交原件）；
（9）投标人自 2016年 1月 1日以来管理单个项目建筑

面积不少于 5万㎡的酒店或商务办公的业绩，须提供物业
合同及规划许可证或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等有效证明资料（提交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生效时间
为准）；

（10）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失
信被执行人。招标单位对投标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
派项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现场查询（具体以报名当天

“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否决其报名。若在报名当天因不可抗
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可在报名截止三
天内对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进行事后查询，如资格预
审合格的投标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则取消资格预审合格资格，若合格投标
人不足三家，则重新招标；

（11）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现场向区物业
招标办提交壹万元投标保证金。

所有复印件材料须加盖投标人企业公章，并提供原件
核查（规划许可证因原件已存档而无法提供原件的，则须
提供加盖城建档案馆公章<或证明专用章>的复印件进行
核查），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复印件或原件的或提供的资料
不符合要求的将拒绝其报名。

若投标单位超过 5 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
抽签决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府桥街 15号（恒隆中心副楼

3楼）
联系电话：0574-87164633

关于阳光豪生大酒店东侧地块项目前期
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第二次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