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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轨道交通 1 号线全线、2
号线一期已开通运营，通车里程 75
公里，日客流量在 35 万人次左右，
初步形成“十字型”轨道交通基本骨
架。3号线一期、2号线二期、4号线、
5号线一期等工程及宁波至奉化城
际铁路建设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在
建工程总长度约 110 公里。根据轨
道交通建设远景规划，轨道交通线
网将呈现“一环两快七射”布局结

构。其中“一环”为５号线成环，“两
快”为两条市域线穿城在中心城区
形成的快线，即余姚到象山、慈溪到
奉化的城际铁路在中心城区穿越形
成的两条快线。“七射”是指 1、2、3、
4、6、7、8号线。

轨道交通与工行宁波市分行两
者之间的合作在未来也将更加紧
密。目前，宁波市轨道集团有限公司
正加快推进轨道交通第三轮建设规

划报批工作。“为了配合轨道交通新的
融资要求，我们在与宁波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对接，希望推出更
多创新化的融资方案，在此基础上，我
行将加强与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在地铁全产业链上的合作，全方
位提供金融服务，以满足他们的资金
需求，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
密。”工行宁波市分行有关负责人说。

(王 颖）

携手共进 未来合作更紧密

宁波人的“地铁梦”早在
1995 年就有了设想。回忆起轨
道交通从规划到建设一路走来的
历程，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感慨颇多。

“早在 1995年，市里规划部
门就启动了轨道交通线网建设初
步方案的研究，但只是以课题形
式呈现。这是宁波最初的‘地铁
梦’。2008 年 8 月，我市轨道交
通近期建设规划获得国家批准。
同年 12 月，市政府批准成立了

‘宁波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2009 年 6 月，
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全面开
工。如此大规模项目的开工建设，
需要大量的资金，自然离不开金融
机构的大力支持。这期间，工行宁
波市分行就成为我们的亲密金融合
作伙伴。”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具
有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
长等特点，单一银行贷款难以完全
满足建设资金需求，银团贷款模式
应运而生。工行宁波市分行有关负
责人看准了这一机遇，一锤定音：

我们要争取成为银团贷款牵头行!
在总行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工行
宁波市分行成为银团贷款牵头行之
一。“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
参与其中，感到非常荣幸。”当时
负责该项目的这位负责人回想起那
段经历，感慨万千。

2010年，工行宁波市分行就 2
号线一期工程项目与国开行联合牵
头组建了 130亿银团贷款，成为宁
波单体银团最大的项目，这一项目
银团也在 2011 年获得了“全国银
行业协会最佳交易奖”。

十年磨一剑 工行宁波市分行成为银团贷款牵头行之一

改革开放40周年，宁波的城市交通建设迎来巨变。2014年5月，宁波轨道交通1
号线一期正式开通运营，宁波人的“地铁梦”终于照进现实。

“地铁梦”的实现也离不开金融支持。早在轨道交通筹备初期，工行宁波市分行就
与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作为主要的金融合作机构之
一，10年间，工行宁波市分行从多方面为宁波轨道交通建设保驾护航，全力支持轨道
交通建设。

多元化金融服务助力 创新合作共发展

工行宁波市分行鼎力支持宁波轨道交通建设

10 年间，工行宁波市分行
相继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提供了 1 号线一期项目、2
号线一期项目、3 号线一期项
目、4 号线项目、5 号线一期项
目、宁波至奉化城际铁路项目、
江厦桥东站配套项目以及天童庄
车辆段房地产综合开发项目一期
共计 8个银团贷款以及理财直投
贷款，支持力度位居金融机构前
列。不仅如此，工行宁波市分行
还为轨道交通建设提供了其他多
元化的金融服务，如牵线其总行
旗下的工银金融租赁公司与轨道
交通公司合作，以隧道、机车等

资产为租赁物的轨道交通公司提供
了融资租赁服务。

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投资中，除
财政资本金外，其他建设资金主要
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取得，目前已
组建的项目建设银团有 9个，其中
工行宁波市分行参与的银团就有 7
个。因为轨道交通建设资金需求量
大，作为民生工程，也较难给金融
机构创造高回报，但工行宁波市分
行始终如一地支持轨道交通项目，
在组建 2 号线一期项目银团贷款
时，给予期限、宽限期等方面提供
了最优惠的政策。

同时，工银金融租赁公司作

为轨道交通合作的主要融资租赁
业务伙伴之一，它以更灵活的方
式为轨道交通公司解决了资金缺
口 问 题 ， 有 效 地 盘 活 了 公 司 资
产。另外，工行宁波市分行还以
较低利率的理财直投贷款很好地
补充了轨道交通公司已开通项目
的运营周转资金，为项目运营提
供了资金保障。

除为项目建设运营提供金融支
持外，工行宁波市分行积极为宁波
轨道交通发展“轨道+物业”新模
式，提供轨道交通沿线物业开发的
金融服务业务，从而提升了宁波轨
道交通的“造血功能”。

创新求变 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轨道交通施工现场。
▶轨道交通1号线站台。 （沈颖俊 摄）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郁
诗怡） 记者昨日从市总工会了解
到 ， 市 总 工 会 送 温 暖 活 动 将 从
2019年元旦正式启动。

据了解，春节前夕，市总工会
将分组走访慰问困难企业、困难职
工、劳动模范以及各类结对帮扶对
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市总工会还将开展“爱心助希
望”大病救助专项活动。为全市各
级建档 （全国级除外）困难职工家
庭中的 30 名白血病患者每人发放
5000 元的专项医疗救助金。为市本
级建档的省级、市级困难职工家庭
中患恶性肿瘤（癌症）、尿毒症、深度
昏迷和瘫痪等重特大疾病的 30 户
职工，每户发放大病专项救助金
3000元。向全市 1400名建档困难职
工和 1100 名市级以上在职劳模每
人赠送一份重大疾病互助保障。春
节前夕，对我市市级以上建档困难

职工中符合条件的家庭集中发放生
活救助、助学救助和医疗救助资金
616万元。联合市商务委举办“帮困
献爱心、共度欢乐年”救助活动，为
城区 1000 户困难职工每户发放一
份价值约600元的年货大礼包。

除了困难职工可以得到满满的
“温暖”，“大礼包”还将覆盖不少外
来务工人员，据悉，市总工会将为
全市范围内节前返乡、节后返甬
工作的 2000 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
发 放 平 安 返 乡 补 贴 费（200 元/
人），鼓励其继续为宁波建设作贡

献。除了发放返乡补贴，市总工会
还联合平安养老保险公司宁波分
公司对已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和
自愿参加本次公益活动的返乡外
来务工人员，赠送 10 万份特定交
通工具意外保障。

同时，市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
积极主动协助所属企业做好外来务
工人员包车返乡工作，为有需要的
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网络订票服务。
并通过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汽车团体
票订购上门服务。

2000份优秀外来务工人员平安返乡补贴来了！

市总工会启动“两节”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戴文娟） 市公运集团发布消息，
元月 2日起，集团下属的汽车中
心站、南站、东站、北站客票预
售期延长，当天起可预售 2019
年 2 月 2 日 （农历腊月廿八） 及
以前的车票。

2 月 3 日车票，可于 1 月 20
日购买，2 月 4 日 （除夕） 的车
票可于 1 月 21 日购买，以此类
推。公运集团同时为大型企业及
大中专院校提供上门售票服务。
普通市民可通过手机微信或登录
宁波公运集团官网等途径购票，
也可到汽车南站、中心站、东站
售票窗口或自助设备上直接购
票。

目前，四大客运站班车线路

覆盖浙江省内及江西、安徽、湖
南、湖北、江苏、河南、四川、贵
州、陕西等主要省份。其中汽车中
心站为方便开封、泸州、青岛、无
为、襄阳、东安、武宁等地区的旅
客，开通了联程联运的运营服务。

另外，针对客流密集地区，公
运集团将开行加班车，具体方向包
括：江西省的南昌、上饶、鹰潭、
景德镇、乐平、鄱阳、都昌、赣
州、永丰、婺源、九江、万年；安
徽省的安庆、宿松、潜山、无为；
江苏省的淮安、宿迁、苏州、无
锡、江阴、昆山、太仓；湖南省的
长沙、常德；湖北省的宜昌、沙
市、襄阳 （襄樊）、十堰；河南省
的郑州；贵州省的贵阳；重庆市；
四川省的泸州。

过完元旦 可购买春运汽车票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陆明光 周瑾）昨天下午，我市
公安交警部门发布元旦假期出行
提醒。

元旦假期第一天（12月30日）
从上午9时到中午12时，高速公路
将出现出行高峰。元旦假期最后一
天下午，尤其是下午2时以后将出
现返程高峰，请市民们注意。

由于目前市区通往奉化方向
的两条主要公路 214省道和机场
路南延段都在进行路面施工，无

法承载较大的交通流量，来往奉化
与宁波市区的市民建议绕行。

2019 年 1 月 1 日我市将在东部
新城举行迎新年群众健身长跑活动，
因此从2018年12月31日晚上10时
至2019年1月1日中午11时，禁止车
辆在会展路（江澄北路—海晏北路
段）通行；2019年1月1日上午7时至
9时30分，禁止机动车在长跑活动线
路上停放和同方向通行。过境车辆请
从通途路、中山东路延伸段、世纪大
道或福庆路等周边道路绕行。

交警发布元旦小长假出行提醒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昨
天气温明显下降。昨天早晨最低
气温平原地区-1℃左右，有薄
冰，山区普遍在-3℃至 6℃，有
冰冻或严重冰冻。

我市今天将迎来一次雨雪天
气过程。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阴
有雨夹雪或雪，主要降雪时段在

今天下午到夜里，平原有少量积
雪，山区有较大积雪和道路结冰，
雨雪量小到中等。明天上午起雨雪
渐止转阴天，1月1日多云到阴。

元旦假期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2 月 30 日，阴有雨夹雪或雪，雨
雪量小到中等；12 月 31 日，雨雪
渐止转阴天；1月1日，多云到阴。

气象部门提醒，小长假期间，
需防范低温雨雪天气对交通运输、
农林业、城市运行、群众生活等的
不利影响，请市民做好防寒保暖措
施。

今天雨雪来袭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范亚儿）由中国残联宣文部、中国残
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和新华网
联合举办的“2017 年度中国残疾人
事业助残新闻人物”评选结果近日
在京揭晓。宁波市慈溪市掌起镇阳
光托养中心负责人邹黎明名列其
中。

邹黎明是位三级肢残人，慈溪
市掌起镇五姓点村残协专职委员、
慈溪市和宁波市人大代表。多年来，

邹黎明克服身体残障所带来的困
难，竭尽所能帮助身边的老年人、残
疾人、贫困户，成为远近闻名的“知
心大姐”。

2010 年 8 月，邹黎明自筹资金
30余万元，建立了掌起镇阳光日间
照料中心，吸纳了周边 40名残疾人
入托。2014年她又投入 1700万元建
成了功能更全的掌起镇阳光托养中
心，让贫困残疾人和空巢、独居老人
有所养、有所乐。

中国残疾人事业助残新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知心大姐”邹黎明名列其中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千手助
老残，爱心满人间”。浙江千手慈善
基金会昨日在甬举行爱心书画义卖
活动，所募善款用来为残疾学生发
放“千手助残奖学金”，以及为孤寡
老人发放过年慰问品。

浙江千手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06年10月，是省民政厅直属的慈
善机构。2013 年，该基金会联合市
关工委、宁波日报和宁波电视台等

单位联合发起设立了“千手助残奖
学金”。

书画义卖活动得到了我市有关
部门和甬上文化人士的大力支持。
马华林、刘德友、李庆瑜等知名书画
家现场创作书画作品进行义卖。市
内外书画界人士共捐献了 300多幅
书画作品用于拍卖。

与会的企业家和爱心人士踊跃
参加竞拍，现场募集善款2万余元。

浙江千手慈善基金会
举行爱心书画义卖活动

昨天，鄞州区明楼街道明南社区的爱心人士把新近购买的围巾、坐
垫、手套等毛织品捐赠给70岁以上的老年人，让他们感受到爱的温暖。

（丁安 毛维娜 摄）

暖心围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