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工行宁波市分行
支持民营企业的贷款新增了24.24
亿元，余额高达850.74亿元，有力
助推了宁波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中，工行宁波市分行坚持“不唯所

有制、不唯大小、不唯行业、只唯
优劣”，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
视同仁，精准地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痛点。在贷款利率上给予优惠，
使民营企业贷款利率处于市场比
较低的水平。在服务效率上，建立

了“大客户直营、小微下沉”的分层
服务体系，实施差别化、人格化授
权，减少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在服
务创新上，针对民营企业的特点和
需求，全面优化融资品种、期限、流
程和模式，并运用商投互动和投贷

联动，满足民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
段的递进式金融服务需求。根据企
业在不同阶段的需求，综合运用并
购贷款、流动性债务融资、类永续
债、资产证券化等综合化金融服务
产品，支持有持续盈利能力、经营良
好的民营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通
过新增 e 链快贷、e 抵快贷、结营快
贷等创新产品，让民营企业方便、快
捷地获得贷款。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发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8月6日，兴业银行与蚂蚁金
服在杭州续签战略合作协议。兴
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蚂蚁金服总
裁胡晓明等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新的协议，双方将持续
在财富管理、普惠金融、绿色金
融、投资银行、资产托管、消费金

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发挥各自优
势，实现渠道互通、业务互补、客
户共享方面的互惠互利，创新业
务合作模式，为更多小微企业和
个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优质、便
捷的金融服务。

据悉，兴业银行在 2015年就

成为首家与蚂蚁金服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双方
在支付结算、普惠金融、债券投资、
资产托管、电子税务等方面已进行
了深入合作。此次续签战略合作协
议，既是基于双方迈上发展新台阶、
增进全面战略合作广度和深度的需

要，也将推动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向更高水平迈进。

后续，双方将在客户、产品、渠
道、数据、技术等层面进行更深层次
的跨界探索和合作，通过场景对接、
数据互通、技术合作等，将双方产
品、服务、风控等业务模块进行内嵌
互通，实现用户流量与客户流量的
有效转化，加强跨界融合，创新驱
动，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
生态圈。 （王 颖）

兴业银行与蚂蚁金服战略合作升级

8 月 2 日，2019 年宁波市银行
业“小微之友”评选榜单揭晓。经
过业界人士、专家和广大读者的评
选与投票，浦发银行宁波分行在服
务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组织、创
新、产品等多个维度上收获良好口
碑，捧回“宁波市金融服务小微企
业用户口碑奖”，成为宁波市银行
业服务小微的标杆行。

作为一家区域股份制大行，浦
发银行宁波分行始终秉承“金融为
美好生活创造价值”的使命，以持
续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专业高效的
金融服务为己任。近年来，该行加
强政策导向，持续创新小微客户服
务模式，不断推出符合客户融资需
求的特色服务产品。

扎根甬城建设，情系小微企业发展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雨露
就滋润，是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资
源实实在在的写照。服务小微企
业、民营企业任重而道远，为宁波
民营小微注入强心剂。浦发银行宁
波分行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一是
加大资源配置，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二是强化考核导向，加大对制
造业考核激励；三是优化民营企业
信贷管理机制，对民营企业实行差
异化的信贷政策；四是优化信贷审
批流程和环节，提高审批及放款效
率；五是加大民营企业特色金融产

品的创新力度，推出新型“1+N”融
资模式，持续推进创新全数字化在线
融资模式、创新支付结算服务、创新
科技金融。

据悉，截至 6月末，该行实现宁
波地区人民币制造业贷款余额105.05
亿元，较年初新增 9.98 亿元；“两
增”口径小微贷款余额新增 11.43 亿
元，其中，对公小微贷款新增 8.06
亿元。看似简单的数值，实则为宁
波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

推动产品创新，服务小微走在前列

为满足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有
效依托宁波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杭州湾新区、开发区等区位优势，借
力宁波市政府打造“三大战略产业”
和“八大细分行业”的热潮，浦发银
行宁波分行专门量身定制“科技快速
贷”业务，为面临融资困难的诸多科
技型中小企业解决“燃眉之急”，赢
得了众多客户的好评。

为探索助力民营企业新路径，浦
发银行宁波分行躬行实践，创新推进
供应链融资业务。在推进供应链融资
中，该行将继续延伸产业下游服务，
惠及企业客户上游规模客户，大力支
持小微企业，解决小微企业之需，助
推宁波民营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为大
力支持宁波“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
战略积极贡献金融力量。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

给民营小微更多金融“阳光雨露”

鄞州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这个夏日，鄞州
银行的“普惠金融”号列车启动，行
程根据各支行所辖片区，安排了 36
个“巡演站”，开始为期 3 个月的普
惠金融巡演之旅。

7月26日晚，“普惠金融”号列车
准时“发车”，第一站来到咸祥镇海南
村，当地600多位居民在村文化礼堂
就座，等待这场由鄞州银行主办的

“普惠金融进社区，鄞银服务零距离”大
型文艺汇演精彩开幕。演出开始前，工
作人员播放了几段关于“警惕非法集
资”的视频，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向
居民们普及“非法集资”常见的形式和
防范措施。活动现场，鄞州银行的工作
人员还带来了移动设备，设摊为居民们
解答业务疑问、提供水电一卡通代扣等
业务的上门服务，实现普惠金融进村
居、家门口办理业务。 （郭元吉）

鄞州银行“普惠金融”列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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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近期连续 8 次发布
宁行转债赎回实施公告，提醒“宁
行转债”（债券代码：128024）持有
人在 8 月 21 日收市前转股或以市
场价卖出，避免强赎带来的损失。

8月7日数据显示，宁行转债市
价 124.590元/张。如果投资者选择
强赎，每张转债将会以100.28元被
上市公司赎回，市值将损失近20%。

“转股”是宁行转债持有人理
性的选择，宁行转债持有人8月21
日收市前一定要转股。

宁行转债触发强赎
7月24日以来，宁波银行已经

八度发布可转债触发赎回的公告。8
月 21日收市前尚未转股的宁行转
债将按照募集条款约定，被以低于

目前市场价的赎回价强制赎回。如
被赎回，可转债持有人将蒙受损失。

宁 行转债规模 100 亿元，于
2018年1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并于2018年6月11日起
进入转股期。2019年以来，宁行转债
表现优异，年度最高涨幅逾30%。

宁波银行公告称，公司股票自
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7月23日
的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130%，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
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宁波银行将
行使赎回权，这也被称为“强赎”。

2019 年 8 月 22 日，宁行转债
将从该日起停止交易，停止转股。
2019 年 8 月 21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

的宁行转债将被强制赎回，赎回价
格为 100.28 元/张（含税）；本次交
易完成后，宁行转债将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摘牌。

目前距离宁行转债强赎日仅有
9个交易日，投资者需要控制风险，
买入并持有的股票策略并不适用于
转债市场，如果投资者不进行转股或
二级市场抛售，将损失巨大。例如，投
资者持有 1000万元市值的宁行转
债，选择转股市值仍在1000万元附
近，但是选择强赎将仅剩800万元。

宁行转债如何转股
宁行转债自赎回日（2019 年 8

月 22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在此
之前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
交易时间内，“宁行转债”可正常交

易和转股。
如何转股？需要输入转股代

码。宁行转债转股代码与宁行转债
一致，都是 128024，具体操作可咨
询开户券商。

此外，多数券商看好宁波银行
未来的表现。中泰证券表示，宁波
银行资产质量优异且经历了周期
检验，高盈利高成长持续，公司市
场机制灵活、管理层优秀，是稀缺
的优质银行代表。

根据业绩快报，宁波银行净利
润同比维持在 20%左右的稳定水
平；资产质量保持一贯优异，不良
贷款率 0.78%环比持平，维持在历
史低位；拨覆率环比小幅提升1.82
个百分点至522.5%。

（摘自《西塔金融》）

宁波银行连发八次转债赎回公告

近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积
极对接宁波市小微企业三年成
长计划，坚持“真做小微、做真小
微”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对小
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和减费让利
力度，充分发挥服务小微企业

“头雁”作用。截至 6 月末，“两增
两控”口径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
102.14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20.08
亿元。

农行宁波市分行着力深化普
惠金融专营机构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专业化、
集约化程度，在全市范围设立 7 家
总行级普惠金融专营机构及 22 家
市分行级小微示范网点，下放小微
企业增量授信审批权限，今年为小
微企业配备近 40 亿元贷款专项规

模和 19名专职审查人员，有效提升
服务效率。为进一步纾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问题，该行主动减费让利，完
善推广可循环贷款，适当延长贷款
期限，合理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加强

“银政”“银保”“银担”合作，探索建
立风险共担机制和客户管控平台。
今 年 新 发 放 小 微 贷 款 加 权 利 率
4.57%，处于同业较低水平。

（舒馨莹）

农行宁波市分行发挥服务小微企业“头雁”作用

记 者 殷 聪 徐展新
实习生 王家晔

一年一度的百强榜是观察宁波
经济发展风向和民营经济走势的重
要窗口。昨日，2019 宁波市企业百
强榜公布，2019 宁波市综合企业百
强、制造业企业百强、服务业企业百
强以及宁波·竞争力企业百强 4 份
榜单揭开面纱。

4 份榜单通过年度营业收入、
利润、纳税额、研发经费投入、资产
负债率、人均劳动生产增加值等 20
个指标，详细解析了宁波高质量发
展“急先锋”的发展情况。

在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下，这
份激动人心的榜单，充满了励志的
味道。数据显示，2019 综合企业百
强，去年营业收入首破 1.5 万亿元，
达 15527.04 亿元，与上一年相比增
长 5.64%；制造业企业百强营业收
入达 8648.56 亿元，增幅为 16.8%，
且门槛在 5亿元左右连续徘徊数年
后，终于突破 6 亿元关口，达 6.5 亿
元；2019 综合百强企业资产总额达
1.19 万亿元，增幅达 6.26%；制造业
企业百强资产总额达7279.60亿元，
与上年相比，增长16.99%……

总的来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内外经济形势，我市企业新旧动能
转换动力不断增强，释放出不少值
得关注的重要信号。

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明显

与往年相同，今年综合企业百
强的榜首仍是镇海炼化。连续 15年
蝉联第一的镇海炼化去年营收达
1137.87 亿元，增加 106.10 亿元，增
幅达 10.28%。不过，透过榜单可以
看到，紧随其后的雅戈尔、奥克斯、
金田投资、吉利汽车、均胜电子等千
亿级工业龙头培育企业与镇海炼化
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其中，雅戈尔去年营业收入
879.2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18.8 亿
元，增幅达 32.14%，排名第二位，上
移 四 位 ；奥 克 斯 去 年 营 业 收 入
860.03 亿元，比上年增加 210.7 亿

元，增幅达 32.46%，排名第三位，上
移四位；金田投资虽然排名未变，排
名第四位，但去年营业收入839.9亿
元，比上年增加 133.9 亿元，增幅达
18.97%；均胜电子去年营收561.8亿
元，比上年增加295.75亿元，增幅达
111.16%，增速最快，上移五位；舜宇
去年营业收入 259.32 亿元，比上年
增加 34.92 亿元，增幅 15.56%，上移
两位。

受大环境影响，吉利汽车去年
营业收入为 694.15 亿元，比上年增
加 17.88 亿元，增长 2.64%，排名仍
为第五位；杉杉去年营业收入464.1
亿元，比上年增加 43.76 亿元，增长
10.41%，但排名下降一位，排名第九
位，表明百强企业竞争日益激烈。

除此之外，今年综合百强排名
前二十的企业中，中基宁波排名上
移四位、前程投资上移两位、利时上
移一位、申洲上移三位。相关数据显
示，去年我市营收超百亿元的企业
已达 37家，日益庞大的队伍已成为
壮大宁波制造、增强宁波产业竞争
力的中坚力量。

一组数据彰显了龙头企业的支
撑作用：2019 综合企业百强前二十
的企业，去年累计营收达9794.01亿
元，占综合百强总营收的 63.08%；
利税总额达 906.50 亿元，占利税
总额的 66.93%；净利润达 438.59
亿元，占综合企业百强净利润的
63.58%；利润超 5 亿元的 29 家综
合百强企业，利润总额达 563.07
亿元，占综合企业百强利润总额
的 81.62%。

从区域分布看，2019 综合企业
百强中，海曙独占20家，鄞州19家，
北仑 18 家，江北和镇海各 7 家，慈
溪、高新区、象山各 6 家，余姚 5 家，
宁海4家，奉化2家。其中，海曙今年
新增 4 家，成为全市综合企业百强
最多的区县（市）。

2019 竞争力企业百强中，鄞州
24家，高新区14家，海曙12家，北仑
10家，江北9家，慈溪8家，镇海7家，
余姚、宁海各 5家，奉化 4家，象山 2
家。其中，鄞州今年新增6家，成为全
市竞争力企业百强最多的区县（市）。

民营企业发展成色渐足

数据显示，综合企业百强中的
民营企业已达 71家，营收占比超过
70%、净利润占比近 60%、纳税占比
近50%。

数据还显示，2019 年综合企业
百强研发经费投入为 188.8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0.97%；制造业企业百
强研发费用为 185.4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0.12%；综合企业百强拥有的
专利数为 2.1 万项，其中发明专利
3604 项，有 45 家企业专利数超过
100项，奥克斯、均胜、吉利汽车、方
太等企业专利数已超过 1000项。与
此同时，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
席之地的龙头企业，正全力抢占国
际标准制高点。数据显示，综合企业
百强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共有 12
项，参与制定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达
882项。

然而，与国企相比，我市民营企
业的净利润及纳税额等指标仍有待
提高。数据显示，2019 综合企业百
强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户均水平
分别为 155.27 亿元、6.90 亿元、6.65
亿元。其中，民营企业户均营业收
入、利润、纳税额分别为 166.67 亿
元、5.54亿元、4.57亿元。

相较于国企户均营业收入、利
润、纳税额的 135.99 亿元、10.76 亿
元、14.76 亿元的水平，民营企业虽
营收户均超过国企户均水平，但在
纳税、净利润方面仍远逊于国企户
均水平，也低于综合企业百强的户
均水平

“民营企业处于市场竞争的前
沿，需要更加关注以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动能培
育。如果以此为突破口，民营企业将
成为我市经济平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的重要推动力。”市企业联合会、企
业家协会、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说，如果占综合企业百强 71%
的民营企业在户均营业收入、户均
净利润、户均纳税额能接近或达到
国有企业的户平均数，宁波的经济
将实现质的飞跃。

百强期待更多新鲜血液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因
原材料、工资、社保费用上升等因
素的影响，加上竞争激烈，削弱了
企业的盈利能力。数据显示，2019
综 合 企 业 百 强 的 净 利 润 总 额 为
689.86 亿元，与上一年相比下降
6.59%， 制 造 业 企 业 百 强 净 利 润
492.50 亿元，与上一年相比下降
3.56%； 服 务 业 企 业 百 强 净 利 润
73.04 亿 元 ， 与 上 一 年 相 比 下 降
20.65%。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
不少新面孔的 2019 宁波·竞争力
企业百强异军突起。数据显示，竞
争力百强企业的营收仅为综合百强
企 业 的 31.89% ， 但 利 润 却 达 到
40.77%，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潜力。
其中，金唐软件继完美在线、永耀
两家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之后，
首次入围服务业企业百强，位列第
99 位。美康生物、美诺华、康德
乐等生物医药企业，柯力传感、麦
博韦尔等物联网企业，康强电子、
金瑞鸿等集成电路企业也纷纷发
力，排名或营业收入持续上升。

虽然，宁波·竞争力企业百强
目前在规模上无法比肩综合企业百
强，但盈利能力明显高于综合企业
百强，纳税能力同样毫不逊色，显
示出该榜单入围企业良好的成长性
和发展潜力。但纵观榜单，我市新
能源、新材料等新兴行业尚处于发
展阶段，所占权重并不大，仍无法
担当起引领宁波经济的大任。

在区块链、大数据、新材料、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技术蓬勃发
展的今天，传统的电子电器、能
源、材料、装备、汽车等众多制造
业领域都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冲
击，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地竞相追
逐的新高地。“宁波亟需一批冒尖
的新兴产业，通过培育新的增长
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宁波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迈向高质量发
展。”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工业经济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说。

甬企“先锋军”成色几何
——解读2019宁波市企业百强

通讯员 邵家艳 张彩娜
记 者 徐 欣

铣刨机、摊铺机作业声音
轰隆隆作响，在压观线江北洪
塘下穿施工现场，养路工弯着
腰辛勤劳作着……

狂 风 暴 雨 来 临 ， 雨 水
“打”得路面坑坑洼洼。当
“高烧不退”的天气再次袭来
时，对于公路病害修复而言，
这高温天可是处置病害的“黄
金时期”。“你瞧瞧，由于水
毁、热毁及交通流量大等因素
交集，压观线江北洪塘下穿的
水泥路基碎板产生不同程度的
破损，对行人车辆造成了一定
的 安 全 隐 患 ， 必 须 及 时 修
复。”江北养护公司维修组班
长赵建庆身着橘色工作服，头
戴草帽，脖颈上围着毛巾，不
时有汗水从他的脸颊滑落。这
是他们 10 余人当天的第二个
修复站点，为尽可能缩短压观
线江北洪塘下穿的修复时间，
恢复道路正常通行，这群养路
工头顶烈日背朝天，奋力挥动

着手中的铲子，清除破碎路面上
的杂物、铺设好钢筋、往里灌注
水泥……每个步骤都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一两个小时下来，工作
服上透出一层隐隐的盐霜，裸露
在衣服外的皮肤晒得油光发亮，
一个个脸都晒得通红。

年过半百的赵建庆从事道路
养护作业已有近 20 年了，对几
乎全年无休且每天近 8小时的工
作强度早已习以为常。他笑着告
诉记者，“工作嘛，干一行爱一
行。”说完这句话，他又默默埋
头苦干起来。在赵建庆看来，如
今江北公路养护部门实行的“抓
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
已经让他们较往年轻松了许多。
不仅如此，江北公路养护部门还
为他们配备了足量的饮用水及人
丹、藿香正气水等降温防暑药
品，这让养路工心里犹如清风吹
拂。

“这些养路工，用滴滴汗水
在高温下践行着公路人的职责，
换来道路的‘畅、洁、绿、美、
安’。”江北区住建交通局负责人
说。

养路工：
烈日下的辛勤劳作

养路工头顶烈日修补道路。 （邵家艳 张彩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