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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的一家生物制药民营
企业客户，通过其香港子公司出口
原料药到欧美市场，交易对手主要
为医药细分行业龙头企业。随着新
制剂研发成功，企业海外订单快速
增长，香港子公司出现资金需求。
获悉这一情况后，宁波银行联合股
东新加坡华侨银行为企业定制“海
外保理”方案，为这家企业的香港
子公司提供 1000 万美元应收账款
融资额度，有效解决了企业的境外
资金需求。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的境内企业“走出
去”，运用国际资源发展壮大。民
营企业“走出去”后，其境外公司
在运营初期难以独立获得境外授
信。宁波银行联合境外合作银行，

帮助这些企业在境外获得贷款，有
力地支持了境外公司的发展。

这是宁波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优
质大中型民营企业的案例之一。自
2012 年搭建“跨境盈”金融服务
平台以来，宁波银行跨境业务累计
服务企业 600 多户，融资金额超
100 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户数占
比超70%。

据悉，宁波银行结合经营区域
市场特点和外方股东新加坡华侨银
行的资源，将跨境金融作为服务特
色，致力于帮助企业构建境外稳定
的融资渠道，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
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2014 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允
许境内金融机构为境外机构直接发
放外币贷款，宁波是唯一试点城

市。宁波银行积极运用这一政策，
开展直接跨境融资服务。

2016年 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国实行全口径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企业
可在与其净资产挂钩的跨境融资上
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
宁波银行抓住业务契机，推出“中
资外债”产品，企业可凭宁波银行
开立融资性保函，向境外合作银行
申请贷款，从而为企业引入境外低
成本资金，降低企业成本。

2017 年，宁波银行进一步深
化跨境业务，设立离岸金融团队，
协助新加坡华侨银行为境内企业的
境外机构提供离在岸“一站式”综
合服务，包括提供对外投资政策合
规性咨询、海外投资当地政策咨

询、保险对接等服务。
2018 年，宁波银行全面升级

跨境金融服务，为进出口贸易企
业、跨境投资企业量身定制综合金
融服务方案，现已具备“全方位的
解决方案”“全线上的交易系统”

“全流程的专业服务”三大比较优
势，涵盖开户结算、理财避险、跨
境贷款、贸易融资、跨境投资、私
人银行六大类30多项产品。

在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管理部
门指导下，宁波银行将牢牢把握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继续
为“走出去”的优质大中型民营企
业提供全方位、全流程的跨境金融
服务。

宁波银行跨境金融助力民企发展

近日，鄞州银行总行营业部
荣获“宁波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十佳营业网点”的荣誉称号。

此次评选由宁波市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协会组织开展，从“制
度建设”“服务设施”和“宣传
教育”等 10 个维度 72 项具体指
标开展初评和现场复评工作。鄞
州银行总行营业部从全市 2000
多家银行业营业网点中脱颖而
出，获此殊荣，也是宁波市消保

协会对鄞州银行消保工作成绩的肯
定和鼓励。

近年来，鄞州银行不断完善内
控机制、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
质量，充分发挥示范网点在消费者
保护义务主体、金融服务窗口、投
诉处理前台、宣传教育前沿等方面
的作用，以点带面推动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切实提升
了金融业的社会形象。

(李丹 叶姣媛）

鄞州银行营业部获“宁波市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十佳营业网点”称号

工行宁波市分行借助中国工商
银行“融 e 购”电商平台，帮助宁波
180 余家企业的产品在全国范围内
销售，并开设宁波精品馆，助力宁波
企业发展。

工商银行“融 e 购”电商平台，
秉承“名商、名品、名店”的定位，依
托特色性、便利性、专业性、安全性，
通过有机整合客户与商户，有机链接
支付与融资，有机统一物流、资金流
与信息流，努力打造客户喜爱的消费
和采购平台、商户倚重的销售和推广
平台、支付融资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平
台、“三流合一”的数据管理平台。该
平台于 2014 年 1 月 12 日正式运行

后，工行宁波市分行大力宣传宁波区
域知名企业，并充分利用其在金融领
域的优势，通过积分兑换、免息分期、
逸贷、小额快捷支付等方式，给入驻
商户提供了独特的销售体验。宁波海
鲜、宁波汤圆等宁波特产，受到了众
多外地“融e购”客户的青睐。同时，工
商银行“融 e购”也为宁波市民提供
了便捷、安心、实惠的购物体验。

下一步，工行宁波市分行还将
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为宁波企业
提供更多、更好的增值产品品牌，加
强资源整合，打造工行“融 e 购”电
商平台的金融服务优势，帮助更多
宁波企业发展。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
借助“融e购”助力甬企发展

近日，由兴业银行办理的中铝
股份及其下属企业跨区域集团票据
池业务成功落地，实现了中铝股份
集团票据资源的融通使用，极大提
升了企业的财务资源效益，有效降
低企业的财务成本。

据介绍，兴业银行票据池业务
紧紧围绕实体客户多元金融服务需
求，借助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着
力打造票据生态圈，为企业提供涵
盖在线出入池、在线提取保证金、集

团额度管理、成员间余缺调剂、线上
融资、承兑行评级分类、票据信息统
计管理等多功能、一揽子综合服务，
助力企业提升票据管理效率。

目前，兴业银行票据池业务已
累计服务了国药集团、中铝集团、
中冶集团、北京汽车、维柴动力、
南京医药、奇瑞汽车等不同行业的
众多客户，签约客户已突破千户，
票据池年业务量突破千亿元。

(王 颖）

兴业银行
落地中铝股份集团票据池业务

今年以来，农行宁波分行坚持
高质量发展要求，推进转型，深化
改革，强化管理，各项业务平稳增
长，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截至 11
月 20 日，该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
额 1803 亿 元 ， 比 年 初 增 加 44 亿
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1830 亿
元，比年初增加96亿元。

该行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
发展规划，重点支持制造业转型升
级、乡村振兴战略和小微企业发
展。创新服务模式，深入开展“双
联行动”，大力推广线上化小微信
贷产品，至 10 月末分行制造业贷
款余额占比29%。对接宁波乡村振
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与市农办签
署服务乡村振兴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以“一号工程”为抓手，加快
惠农便捷贷、快农贷等模式推广应
用，县域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为 39.7%和
32%。积极谋划投行业务转型，债
券承销业务市场排名第一，成功落
地系统内首单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
持工具产品，分行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的具体行动和成效在央视新闻联
播报道播出。

该行开展网点掌银竞赛、线上
营销、“智慧校园”银校共建等特
色活动。掌银活跃客户净增 22 万
户，惠农 e通、跨境电商等各类商
户净增 6万户，线上渠道分流能力
不断增强。同时，推进网点轻型
化、智能化转型，今年累计撤并网
点 11 家、撤销低效自助设备 310
台，全面推广柜面业务综合化改
造，开展新一代超级柜台业务提升
活动，超级柜台替代率较活动前提
升约10个百分点。

（张旭 陈芋荣）

农行宁波分行深化改革创佳绩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员
叶吟泠 奕碧琼） 前天一大早，慈
溪市民童文育吃过早饭，便拿起准
备好的理发工具，前往古塘街道界
牌社区为老人们义务理发。去年以
来，他每月都会到这个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社区的 10 余位老人和残

疾人成为他的“忠实客户”。
童文育今年 49 岁，是古塘街

道太屺村人。小时候的一次意外让
他左腿受伤落下残疾，平时不能久
站。2013年9月，他萌生了为老年
人免费理发的想法。“政府低保让
我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我想做些事
情回馈社会。”童文育说，那时他
购置了一套理发工具，开始为村里
的老人们免费理发，“我年轻时学
过理发，学的还是‘老年头’。虽
然理的发型不够新潮，但是理发技

术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可”。
时间一长，这名爱心理发师的

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周边不少社区
成了他的服务点。他为此制作了巡
回理发服务的时间表，贴在各个服
务点。童文育的出行工具是一辆手
摇车。从家里到最远的青少年宫路
社区，一来一回要花 1 个多小时。

“给老人们理发说不累是假的，但
是听到他们那些感谢话，我心里就
感觉暖暖的！”童文育说。

为了更好地开展义务理发，

童文育加入了慈溪一支志愿服务
队 。 2014 年 ， 他 在 报 上 看 到 消
息，慈溪义工群友会缺一名理发
师，于是他就打电话过去毛遂自
荐。从那以后，他和其他志愿者
经常前往慈溪的敬老院，为老人
们免费理发。

点滴爱心汇聚成爱的海洋。5
年来，童文育坚持为老人、残疾人
免 费 理 发 ， 义 务 服 务 4000 多 人
次。“只要还能站得住，我就会继
续做下去！”童文育表示。

“只要还能站得住，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残疾人童文育五年义务理发4000多人次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应
姝 周煜） 近日，设在中兴社区邻
里中心的东柳街道（中兴）居家安养
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作为社区
嵌入式的“长者照护之家”开张当
日，便有4户家庭进行了预约登记。

“真是一场及时雨。”周先生父
亲前段时间突发脑梗，住院治疗后
病情得到缓解，但后期在家仍需一
段时间的专业护理，正发愁不能常

伴老人左右的他，听闻家门口有中
短期长者照护服务，喜上眉梢。

作为一项民生实事项目，东柳
街道（中兴）居家安养服务中心在

10月份改造升级时便广受关注。据
介绍，中心采取政府提供场地，第三
方专业机构柏庭养老投资建设、组
织日常运营的模式，兼具日间照料

与全托服务功能，探索实行无偿服
务与低偿、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机制，
向街道11个社区实现功能辐射。

中心提供助餐、助浴等生活服
务，康复护理服务和托养服务。

“特别是行动不便、失能半失能老
人，我们可以开展上门服务，也可
以把老人托养到中心，既让家属喘
口气，也让老人康复得更好。”中
心负责人说。

东柳街道居家养老服务升级

“长者照护之家”启用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池瑞辉） 做汤圆，给父母做鞋
垫，行拱手礼、作揖……昨天，
孙文英小学气象路校区的孩子们
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老底子宁
波人的冬至节习俗。

两年前的 11月，中国二十四
节气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孙文
英小学气象路校区以此为线索，
编写了 《“二十四”志》 校本教
材。每个月的两个节气前后，孩
子们都要吟诵相关的诗句，了解
这个节气特有的习俗，开展与这
个节气相关的实践活动。

昨天，该校区一年级的孩子
们在报告厅里，跟着老师学习拱
手作揖的礼仪。只见孩子们穿起
了古装，将双手合握，左手压着
右手，行拱手礼；接着，男生左

手抱右手，女生右手抱左手，手
臂缓缓前伸，弯腰、平背、低
头，行作揖礼，然后再将双手缓
缓收回，交叉放于胸前，一礼敬
祖国，二礼敬父母，三礼敬老
师。随后，孩子们还两两配对，
互行拱手礼和作揖礼。

二年级的孩子们要给父母做
双鞋垫，他们把鞋垫纸样放在羊
毛毡上，用记号笔画出轮廓，然
后用剪刀沿线细心剪下。三年级
的孩子们则分成 10多个组，跟着
老师搓起汤果、包起汤圆，酒酿
圆子、番薯汤、冻羊肉、赤豆
粥、大头菜烤年糕……这些老底
子的节令美食竟有着这么多美好
的寓意，也让孩子们惊叹不已。

孩子们还很有心，把煮好的第
一份汤果和汤圆，先送给学校门卫
师傅和附近小区的老人们品尝。

这所小学
重温宁波老底子冬至习俗

王水成

俗 话 说
“邻里好赛金

宝”“远亲不如近邻”，是说邻里
关系很重要。然而遗憾的是，在
现实生活中，尽管明知邻里关系
的重要，但一些人 （家） 依然是

“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有的邻里
间关系搞得很僵。

邻里关系不尽如人意，原因
很多，有的以为“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有的疏于与人 （家） 交
流，有的是怕打扰人家……但不
管如何，邻里间内心都是想搞好
关系的，谁愿生活在冷冷的、看
似熟悉实则陌生的环境里。笔者
以为，要融洽邻里关系，让邻里
间充满无限温情，最佳的办法莫
过于多与邻里打招呼。邻里相遇
时不妨说声“你好”；有邻里为

你、为大家做了一件哪怕是微不
足道的事，也不忘说声“谢谢”

“麻烦你了”；偶尔不小心给邻居
添了一点麻烦，不妨说句“不好
意思”“对不起”；与邻居作别，说
声“再见”。另外，邻里间还应尽量
记住对方的姓名，或多以“师傅”

“叔叔”“阿姨”“大伯”“大哥”“大
姐”“大嫂”等相称，让对方感受到
浓浓之情、深深之意。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与人
之间，家与家之间，唯有多些真
诚、多些热情、多些“笑脸相迎
笑脸相送”，邻里间的纯真感情才
会越来越浓。

所以，在楼道里、社区里，
在路上、车上或是其他公共场
所，当你遇到邻居时，不妨多些
热情招呼，这既是为了你，为了
你家，也是为了大家。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邻里间不妨多打打招呼

发爱心蔬菜啦
日前，有爱心人士购买了 1.5 万公斤象山定

塘滞销的卷心菜，想通过爱心团体发放给敬老
院、环卫工人等。宁波邮政获悉后，接过了爱心
接力棒——将这批蔬菜通过市区 40 个邮政网点
帮助发放。左图为前日白云街道环卫工人在白云
邮政网点领菜。 （张燕 皇甫亦芬 摄）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
员王佩佩） 昨天上午，第一批
来自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的
牛骨头被熬成汤送到了海曙环
卫工人手中。“骨汤很鲜，心
里很暖！”环卫工人薛宏法端
着牛骨头汤，满面笑容。

说起这个牛骨头汤还颇有
来头，里面有着两个地方的爱
和牵绊。安龙县是宁波的对口
帮扶对象，到安龙挂职的宁波
干部在市商务委的支持下，将
安龙的小黄牛引进到宁波。

“宁波市民可以吃到当天
宰杀的新鲜美味的小黄牛肉，
而每卖一头小黄牛就能帮一名
安龙的村民在脱贫路上前进一
步。”小黄牛宁波营销企业宁
波成仁食品有限公司决定继续
传递这个爱心接力棒，每周提
供一次小黄牛牛骨头给海曙环
卫车队熬汤，“每次 10 公斤，
持续到过年前，希望在寒冷的
冬天能给环卫工人带来一点温
暖，也感谢他们为这个城市的
美丽付出的辛劳。”

上图为环卫工人们正在喝
汤。

（刘波 摄）

““骨汤很鲜骨汤很鲜，，心里很暖心里很暖””

一年级的学生在互行作揖拱手礼。 （蒋炜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