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嵩江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9S233020017
许可证流水号：638736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12月30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嵩江中路391号、

391-1号和锦寓路357号、357-1号
邮政编码：315174
电 话：1378006639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日

宁波银保监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区潘火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110

许可证流水号：638737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1月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殷家坑村

邮政编码：315100

电 话：0574-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慈溪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白沙路支行

机构编码：S0007S233020001
许可证流水号：638740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3月26日
营业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北二环东路

1582-1592号
邮政编码：315311
电 话：0574-6399350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宁海西店中银富登村镇

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城区支行

机构编码：S0008S233020001

许可证流水号：638742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4月7日

营业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气象北路600号

邮政编码：315613

电 话：0574-8253526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甬南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33020116
许可证流水号：638744
批准成立日期：1990年2月28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中路512号、

前河北路764号、754号T23室
邮政编码：315010
电 话：0574-8719371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5日

宁 波 银 保 监 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印江南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33020114
许可证流水号：638743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5月24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舒波路

355号A102
邮政编码：315010
电 话：0574-8719371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5日

宁波银保监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换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市广义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33020213

许可证流水号：638738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30日

营业地址：慈溪市观海卫镇广义路88号

邮政编码：315315

电 话：0574-87950977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宁波银保监局

发证日期：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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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3 月 25 日至 27 日，宁波银行
将在浙江省内开售宁波市政府债
券 （简称“宁波债”），个人和企
业均可通过宁波银行省内网点或
电子渠道认购，数额有限，先到
先得。

本次由宁波市政府发行的“宁
波债”，是广大投资者第一次可以
通过银行网点或银行电子渠道认购
的地方政府债券。以往地方政府债
券主要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由银
行、券商、基金公司等机构投资者
购买。

“宁波债”具有多重优势：一
是安全性高，具有政府信用；二是
认购起点低，1份起购，每份面值

100 元，少量闲置资金就可以购
买；三是流动性强，本次发行的

“宁波债”上市后可以买入和卖
出，投资者可以选择变现以应对短
期资金需求；四是选择灵活且收益
有保障，本次发行的“宁波债”利
率将在3月25日确定，投资者不仅
可以持有到期获得稳健的息票收
益，还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择机买卖
获得价差收益；五是免税优势，利
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

宁波银行个人客户认购“宁波
债”时，可通过宁波银行网点柜
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三种渠道
免费开立债券托管账户后认购，其
中最便捷的途径是登录宁波银行

APP 后，点击首页“全部”服务，
从“理财”栏目选择“柜台债”，
进入认购界面开办此业务。企业投
资者除了通过银行柜面免费开立债
券托管账户和认购外,也可以通过
网银操作。宁波银行柜台债业务交
易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国家法定
节假日、按国家规定调整后的实际
休息日除外）。为保护投资者权
益，投资者可于办理债券柜台业务
次日，拨打中央结算公司余额复核
查询电话 （400-666-5000） 进行
账务复核。

地方政府债券首次通过银行柜
台市场发行具有特殊意义，既拓宽
了城市建设资金来源，引导社会资
金投向地方政府攻坚重点领域，又

为社会大众稳健投资提供了新品
种，促进了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建
设。

宁波银行始终规范稳健地开
展 各 项 债 券 业 务 。 一 级 市 场 方
面，宁波银行大力发展债券承销
业务，国债、国开债、农发债、
地方债等承销量位居市场前列。
宁波银行是全国第九家开展柜台
债业务的银行，“宁波债”是继国
债、国开债后，宁波银行推出的
第三款柜台债产品。二级市场方
面，宁波银行债券现货交割量、
总交割量、做市交易量排名较为
靠前，是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
易活跃的尝试做市商以及结算代
理人。

宁波银行3月25日开售宁波债

近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举行
“兴航程”2019 合规经营示范年活
动动员大会，开展“兴航程”合规经
营示范年活动。分行行长王建元为
在场员工上了合规经营示范年第一

课，分行各单位负责人还签署了《兴
业银行宁波分行合规管理责任书》。

近年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始
终坚持从严治行，依法合规经营，
持续践行“合规致胜”“合规盈

利”精神，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本
次“合规经营示范年”活动是该行
主动适应监管新常态、不断完善合
规内控机制、加强业务合规经营、
落实“1234”战略体系的一项重要
举措。对内塑造“合规人人有责、
合规创造价值”的企业文化，对外
树立“诚信经营、依法合规”的良
好形象，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促

进该行各项业务行稳致远。
会上强调，在当前“强监管、严

问责”金融监管基调下，要认清形
势，主动合规，严守底线，营造“人人
合规、事事合规”的良好氛围，进一
步做实合规盈利、高质量发展的业
务模式建设，真正起到提升质效、强
化管理、促进业务的作用。

(王颖）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启动“兴航程”合规经营示范年活动

近日，工行宁波市分行推出可
自助操作，无抵押、无担保，秒级
到账的个人信用消费信贷“金闪
借”，让借钱变得更简单。

“金闪借”是工行宁波市分行以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信息
查询合作为基础，以公积金缴存情况
作为授信依据，以工行手机银行“本地
服务”栏目作为申请渠道，贷款资金可
以用于个人客户合法合规消费用途。

该行通过与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实现系统对接，在客户授权下获得
客户的公积金缴存数据，在线为客
户核定额度、进行风险筛查、实时准
入融e借和现金分期并实时办理。

目前，工行宁波市分行“金闪
借”从贷款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
方面，向公积金缴存个人客户提供
了更为便利、优惠的信用消费贷款

服务。一是自助操作，秒级到账。客
户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提交申请，无
纸化操作，系统实时授信，在线提款
贷款秒级到账。二是贷款利率低，对

“金闪借”客户专享优惠利率。三是
贷款期限长，还款灵活。贷款期限最
短两个月，最长两年，客户可随时在
线提前还款，且仅按实际贷款天数
计息。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
新推“金闪借”提升个人消费信贷服务

为不断深化公共服务窗口单位
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提高服务社
会的水平，近日，宁波市精神文明建
设指导委员会公布了“宁波市首批
公共服务窗口文明单位”，浦发银行
宁波分行获此殊荣。

高效便民，提升客户体验

一刻即千金，分秒必争，浦发人
永远在追求高效服务。

为给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体
验，浦发银行融合多渠道服务，将浦
发银行微信公众号、官网、手机银
行 APP 等多渠道融合贯通，形成多
媒体服务矩阵。

小小的二维码，就能紧密衔接
各项业务办理过程，客户只需要打
开随身携带的手机随手扫描，上传
资料，就能收到自动生成的预约编
号和账号，再利用预约编号进行查
询或修改相关开户信息。如今，那些
需要在网点柜台排起长队、等候半
日的待审核业务已经逐步转移到了
线上预约系统，能给客户留下合理
安排时间、办理更多流程的空间。

“这一套多媒体渠道的服务系统，就
像一只隐形的蜜蜂，勤恳服务，默默
无闻。这些工具的熟练使用，让客户
不再多跑，不跑冤枉路，一次性就能
解决。”浦发银行工作人员说。

网点转型，推进智能服务

业务千万条，智能第一条，浦发
人智能化建设永远在路上。

不久前，浦发银行部分网点营
业大厅经历了一次“大换血”，崭新
的智能设备和开放式人工柜台在一
个个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中脱颖而
出。智能柜台则是一个全方位、多系
统的“全才总机”，它将数百个传统柜
面交易一一分类、梳理打通，利用数
字化立体呈现网点业务流程，化繁为
简、变难为易，将各项流程与硬件设
备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取款机、存取
款一体机、远程智能银行和高速存取
款机等融汇连接，以达到数管齐下、
多措并举的效果。借记卡开户、重置
密码、购买理财、激活信用卡等单项
业务几分钟就能搞定，为客户提供了
既智能又便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智能、便捷、可信赖”，客户总是
如此称赞。浦发银行以“智能化、信息
化”为手段，进行了网点改造工程，引
进了智能硬件，强化了员工操作学习。

微笑沟通，打造优质服务

阳光和煦，微风怡人，浦发人永
远在迎接新的一天。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全力推进服
务升级，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更优质
的金融服务。每一天，大堂经理在前
厅微笑站立迎接客户，让每一位到来
的客户感受到浦发人的亲切与热情。
让人如沐春风的微笑，不仅让客户的
诉求表达更为全面，而且使得客户与
大堂经理的沟通更顺畅。大堂经理主
动了解客户需求，全程协助客户在智
能机具上操作，微笑服务，贴心细致。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该行从服务意识、服务规范、服
务流程等维度，全方位打造服务体
系。将服务理念传输到每一位员工，
将切实的服务落实到每一位客户，
打造优质的窗口服务。

“回首过去，我行走在追求高效
便民、智能化服务、微笑服务的路
上，时刻谨记责任、不忘初心；立足
当下，继续牢记‘金融为美好生活创
造价值’的使命，依然信心百倍、胸
有成竹；展望未来，浦发银行秉承

“专心、贴心、匠心”的服务宗旨，坚
持梦想、永不停歇。”浦发银行宁波
分行行长孙轶卿表示。

让服务有“温度”让沟通有“速度”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获评宁波首批公共服务
窗口文明单位

3 月 20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迎来一年一度的“邮爱公益日”。

当天，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在分
行营业部举行了邮爱公益健步走活
动启动仪式，同时联合腾讯公益和

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开展“益行家”
爱心捐步和公益募捐线上线下活
动。该行号召辖内支行纷纷组织公
益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活
动，以此培育公益文化，传播公益理

念，推动形成精准扶贫的社会合力。
连日来，邮储银行宁波分行积极

落实邮爱公益日宣传工作部署，在各
网点营业大厅内装置“邮爱公益”宣
传海报，组织全体员工统一佩戴“邮
爱公益”Logo胸贴，向前来办理业务
的客户宣传讲解邮爱公益活动，发放
宣传折页，将爱心传递、公益持续，为
2019邮爱公益日活动预热造势。

邮储银行成立十周年之际，为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切实履行“国有
大行”担当、推动品牌建设，带动业
务营销，邮储银行总行决定与中国
扶贫基金会联合设立邮爱公益基
金，为贫寒学子关键成长阶段提供
支持和关爱，让想上学的孩子继续
学习，让更多的贫困学子完成学
业。 （王颖）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
开展“320”邮爱公益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