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银行专栏

近日，财经媒体“界面·财联
社”与资管人服务平台“朝阳永
续”在上海联合发布“中国上市好
公司”榜单，宁波银行获“十佳上
市好公司”奖项。

“中国上市好公司”榜单由界
面·财联社和有着十多年数据积淀
的朝阳永续共同设立，将连续六个
季度业绩符合预期或超预期的上市
公司纳入评选，并设立“十佳上市
好公司”1个主奖项和“最佳成长
性上市公司”等 10 个分奖项。经
过多维度的指标数据筛选，并结合
学者、基金经理、投研总监、分析
师和资深财经媒体人组成的专家评
审团投票结果，最终确定获奖上市
公司名单，宁波银行、农业银行、
三一重工、中国中铁等 10 家上市

公司以领先同业的综合表现，获
“十佳上市好公司”奖。

这是资本市场领域再次对宁波
银行经营业绩的肯定。2018年4月8
日，在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中
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共
同举办的“2017 年度最受投资者尊
重的上市公司”评选中，宁波银行荣
获“最受投资者尊重上市公司”殊
荣。

近年来，宁波银行积极适应市
场新变化，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
为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不断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各
项业务规模保持协调、持续增长。
截至 2018 年三季度末，宁波银行
资产规模继续保持在 1 万亿元以

上，各项存款超过 6400 亿元，各
项贷款超过4000亿元。

宁波银行致力于打造公司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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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中
心，同时积极推进综合化经营，
控股子公司永赢基金、全资子公
司永赢租赁发展势头良好，不断
在各个细分市场中夯实基础、积
累比较优势。

宁波银行始终贯彻“控制风险
就是减少成本”的理念，扎实推进
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各项要求，推
动整体资产质量进一步向好；不断
完善全面、全员、全流程的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信贷集中作业
中心、业务处理中心和监测中心，

风险管理质效在同业中持续保持优
势。从上市银行披露的 2018 年三
季报来看，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0.80%，是上市银行中不良贷款率
最低的银行，同时拨备覆盖率达到
502.67%，也是上市银行中拨备覆
盖率最高的银行。

宁波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稳健
经营的能力获得社会的肯定。2018
年，宁波银行荣获浙江省政府颁发
的“金融机构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
展二等奖”；在中国 《银行家》 的
评 选 中 ， 荣 获 “ 资 产 规 模 超 过
3000 亿元的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
第一名”和“最佳城市商业银行”
荣誉称号。

宁波银行获“十佳上市好公司”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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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再过几天，城乡居民医保将跨
入新的年度。每年几百元的医保保
费，对于生活宽裕的人来说，算不
上什么，而对生活困难的人员而
言，依旧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记者
近日从市人力社保部门了解到，对
于部分困难群体，我市有专项帮扶

政策，提供参保资助。
据了解，2017 年起，我市建

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为确保困难对象能纳入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目前我市对六类困
难群体实行财政资助参保。其中，
本市户籍的重点优抚对象、残疾等
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低保对

象、扶助对象、国家供养对象 （包
括“五保”人员、“三无”人员及孤
儿），个人应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由
政府全额补助，且其中的成年居民
统一按A档标准参保。对低保边缘
家庭成员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
缴费则由财政按50%的比例补助。

另据记者了解，在开展社保精
准扶贫的过程中，我市一方面帮助
贫困人员 （残疾人、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低保边缘户等困难群体）
通过适当扶持政策参加社会保险，
使其获得相应的保险待遇，助力精
准脱贫，另一方面引导非贫困人员
按规定参保续保，获得相应保险待

遇，防止因年老、疾病、工伤、失
业、生育等陷入贫困。

据 悉 ， 从 今 年 起 到 2020 年
间，我市将采取多项举措帮助困难
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做到低保、低
保边缘户、特困人员和残疾人应保
尽保、应补尽补，实现各地困难群
体中符合城乡居民医保全额免缴对
象 （低保、特困人员及一二级残疾
人） 的参保率达到 100%，各地困
难群体中其他符合城乡居民养老、
居民医保补助条件且有意愿参保对
象的参保率达到 100%，困难群体
中未参保对象核查率达到 100%的

“三个100%”目标。

困难群体参加医保政府有资助
特定对象应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由政府全额补助

本报讯（记者易鹤 通讯员王
永军） 记者昨日获悉，在近日举
行 的 2018 浙 江 省 民 生 公 益 峰 会
上，我市 8 个项目入选浙江省民
生获得感示范工程，获奖数列全
省第一。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获得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最佳组
织奖。

浙江省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
活动于今年 1 月启动，在报名参

加 的 近 600 个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中 ，
宁波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
程、民生事务一本通、江东水厂
浸没式超滤膜工艺工程、奉化纯
电动公交车改革工程、慈溪市学
校场馆开放第三方托管模式、海
曙区高桥镇西塘河水环境综合治
理及生态提升工程等 8 个项目脱
颖而出，入选“浙江省民生获得
感示范工程”。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在加快经
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把民生
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紧紧
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着力抓民生、促
和谐，以民生实事项目为主要抓
手，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群众拥
护、百姓受益的实事、好事，居
民生活品质满意度稳步提高，社

会发展整体水平保持全国大中城
市前列，九次荣获全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称号，五次蝉联全国文明
城市。

垃圾分类、“最多跑一次”、绿
色便捷出行、水环境综合治理……
如今，一批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的民生工程建设正铺开一幅宜人亮
丽的幸福画卷，让百姓更真切感受
到生活的美好。

宁波8个项目入选省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
获奖数列全省第一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郑勤 梁珊珊） 平均每天可降
解处理 1吨左右易腐垃圾，基本
能满足 16 个村厨余垃圾的处理
需求。象山黄避岙乡最近建成启
用该县首个易腐垃圾堆肥阳光
房，将垃圾变为有机肥料。

“阳光房堆肥是传统农家沤
肥方法的一种改进工艺，整个堆
肥过程不用机械通风，不耗电且
操作简单，比较适合在农村地区
应用。”黄避岙乡城建办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投用的易腐
垃圾堆肥阳光房由上海同济大学
教授专门“量身打造”，占地面
积 70 余平方米，设有 10 个垃圾
处理间。

据了解，这个堆肥阳光房是在
原 先 太 阳 能 垃 圾 房 的 技 术 基 础
上，增设无动力风帽进行通风供
氧，并在房内铺设有收集垃圾渗
漏液的下水道，实现了污水“零
排放”。正常情况下，分类收集到
的易腐垃圾只需倒入堆肥阳光房，
经过稻草覆盖、封仓熟化、出料筛
分等阶段的集中降解，60 天左右
即可转化为绿色有机肥，从而做到
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处理。

目前，该乡第一批易腐垃圾正
在堆肥阳光房里发酵。出仓后的有
机肥料，将统一交由乡里的斑斓农
业开发公司处置。届时，有需要的
村民可与乡里联系免费领取。

每天吃掉1吨易腐垃圾
象山神奇“阳光房”变垃圾为肥料

图为易腐垃圾堆肥阳光房。 （梁珊珊 沈孙晖 摄）

本报讯（记者王珏 严龙 通
讯员徐红燕） 昨天，宁海西店镇蛎
黄节在邬家庄园慈善广场拉开序
幕。千人同品鲜美蛎黄，西店迎来
一年之中最为热闹的景象。

当天，别开生面的“蛎王争霸
赛”在开幕式上演。台上活动精彩
纷呈，台下一场蛎黄盛宴惊艳游客
味蕾。一盆盆当天挖来的牡蛎，很
快被游客抢购一空。

西店镇牡蛎养殖面积达 1.8 万
亩，是浙江省最大的牡蛎养殖基
地，素有“牡蛎之乡”的美誉。目
前该镇牡蛎养殖户有 100多户，平
均亩产约6000公斤，亩产值6万左
右。

▶撬蛎黄比赛。（严龙 摄）

宁海西店
蛎黄节开幕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
员陈琼） 昨日记者获悉，宁波首
批民营医疗机构信誉等级评价结
果已公布，执业满一年的 1046
家民营医疗机构中，三星级 8
家、二星级 223 家、一星级 770
家、无星级45家。

此次获评三星级的 8家民营医
疗机构分别是：宁波明州医院、慈溪
协和医院、慈溪华阳口腔医院、宁波
江北口腔医院、宁波奉化新桥骨科
医院、宁波海曙尚善口腔门诊部、宁
波江北雅韩医疗美容门诊部和宁波
甬康综合门诊部（健康体检）。

首批民营医疗机构信誉等级
评价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又是阴雨缠绵的一天。
冷空气已影响我市，气温还在继
续下降，昨天白天最高气温已降
到个位数。

昨天，市气象台发布低温报
告，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气温还
将继续下降；预计 29 日早晨最

低气温平原 0℃至-2℃，有冰冻；
山区-3℃至-6℃，有冰冻或严重
冰冻。

根据预报，今明两天阴到多
云；30 日到 31 日上午阴有雨或雨
夹雪，山区雨夹雪或雪并有积雪；
1日到 4日天气多云为主，5日到 6
日有一次降水过程。近期我市气温
低迷，最低气温 0℃至 2℃，最高
气温 1 日前 4℃至 7℃，1 日起缓慢
回升。此外，今天沿海海面有 8至
9级偏北大风，请有关人员注意防
范。

我市将迎冰冻天气
30日起有雨雪天气过程

本报讯 （记者何峰） 2018
中国 （宁波） 休闲博览会将于
12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宁波书城广
场举行，品尝美食、体验民俗，
这个元旦假期，市民有了好去
处。

本次休闲博览会汇集了不少
宁波的“老底子”味道，“冯恒
大”年糕、梁弄大糕、宁海麦
饼、手工印糕、灰汁团等悉数

“上阵”。同时，“可以吸的柑
橘”、北仑塔峙大阿嫂农产品等
近年来冒出的“网红”农产品也

将参展。
本次休闲博览会还吸引了 30

余家民宿参展，不同主题和风格的
民宿将在展会上“争奇斗艳”。此
外，磨豆腐、织布、捏面人、乡村
猎人游戏、农家手工作坊体验等项
目将入驻本次休闲博览会，市民朋
友可以参与其中，体验传统文化的
魅力。

2018 中国 （宁波） 休闲博览
会由市商务委员会、市农办和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主办，市民宿经济促
进会承办。

元旦假期市民有了好去处

休博会将于30日开始举行

凌义斌

年 底 了 ，
各种洗脑的保
健品广告又铺

天盖地而来，什么蛋白粉、螺旋
藻、深海鱼、维生素、胶原蛋白、
大豆卵磷脂……既能养颜美容，还
能包治百病。公安部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近年来针对老人的保健品

诈骗犯罪高发，今年以来全国公安
机关已破获此类案件 3000 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900 余人，追赃
挽损1.4亿元。

如今，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
的日益关注，各类保健品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若经销商采
取正当的促销方式本无可厚非，
可现在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老人钟
情保健品的心理，采取变相“赠

药”“健康讲座”“免费旅游”“免
费体验”等方法夸大宣传功效，
大 打 “ 亲 情 ” 牌 ： 送 礼 品 、 洗
脑、叫爸妈等，诱导老人购买，
导致老人经济损失少则数千、多
则百万，还不断遭受心灵上的重
创。

老人多已退休在家，对社会变
化了解少，轻信他人，成为骗子的
主攻对象。加之不少老人的儿女很

少回家看望，电话问候也是轻描淡
写，骗子一开展“亲情”攻势，就
容易上当受骗。

我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
社会各界要高度重视老年群体的权
益保护，除了依法打击不法商家的
诈骗行为外，社区和相关部门要多
为老人提供正确的健康指导，儿女
应该常回家看看，给予父母更多的
关心和温暖。

笔者最后要向老人进一言：一
定要捂紧自己的钱包，千万别被假

“亲情”套牢。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别让假“亲情”套牢老人心

【紧接第 1版】 在海曙区，依靠
区域智能警务，天一广场和铁
路宁波站刑事案件数量同比下降
19.4%，刑事案件破案率与逃犯
抓 获 数 同 比 分 别 提 升 81.9% 、
300%。

在服务民生方面，“人工智
能+警务”让群众出行、办事更
省心省力。打造“智慧交通”，

交警部门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开展拥堵点位分析研究、交通组织
优化调整。目前市区已建成“绿波
带”道路 39 条、循环交通片区 24
个、潮汐可变车道26处。

通过科技强警，公安部门实现
了 PC 端、移动手机端、自助服务
端、办事窗口端服务全覆盖，力推

“最多跑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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