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及金融知识，防范金融风
险，共建小康社会”“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正确使用金融服
务，倡导理性消费投资”……2019年
9 月，宁波银行组织开展了“金融知
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
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系列
活动。

本次活动以营业网点为宣传阵
地，利用各网点LED显示屏、液晶电
视播放活动主题和口号，展播《防范
非法集资公益宣传片》《远离非法

“校园贷”》等宣传视频，在各网点开
辟专区或布置宣传专栏，摆放各类
宣传海报、折页，并安排专人向前来
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讲解。

宁波银行将走进80多家社区和
行政村、多家高校和企业全面开展外
拓宣传活动。宁波银行以结对的金融
知识教育基地——水岸心境社区为
辐射点，通过现场咨询宣传、演出防
骗情景短剧、播放金融知识视频、开
展金融知识“一站到底”活动等形式，

向居民宣传金融基础知识、投资理财
技能、理性借贷知识等，并将金融知
识宣传延伸至其他多个区域。

同时，宁波银行开展非法金融广
告识别和排查活动，征集“金融好网
民”典型案例，将优秀案例在电子渠
道发布，引导广大网民正确使用网
络，不在网络上传播、转发、评论金融
谣言，抵制非法网络行为，维护清朗
网络空间，创建良好的网络环境。

宁波银行将充分利用官网、电
子银行、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渠道，
通过报刊媒体、社区、学校等外部渠
道深入宣传，大力倡导消费者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对金融产品
和服务的认知，引导消费者理性选
择风险收益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实
现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

为期一个月的“金融知识普及
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
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由中
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宁波
银保监局、宁波证监局、宁波市委信

网办主办，宁波市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协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单位
共同参与，通过实施“双百双千”行
动——市区百家金融机构对接百家
社区，县域千家助农金融服务网点
对接千个行政村，深入开展进村入
户金融宣传教育，深入推进“金融普
惠 校园启蒙”国民金融素质教育
提升工程，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及风险提示，开展远离不良校园网
络借贷宣传。

本次金融联合宣传教育活动还
将探索制定“金融好网民”行为指
南，发布“金融好网民”倡议，传播

“金融好网民”理念等，大力开展金
融素养教育，唱响金融好声音，汇聚
金融正能量，进一步维护安全稳定
的金融环境。 （沁阳）

普及金融知识 传播金融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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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名称
冷轧薄板
不锈钢板
镀锌板
镀锌板
镀锌板
热板

H62黄铜带
T2紫铜板

规格型号
ST12 1.0×1250×2500
304 0.5× 1000 ×C

1寸
2.0mm
0.5mm
6.0mm

（0.2-1.0）×200
（1.0-6）×400×1500

产 地
本钢
太钢

天津友发
江苏
江苏
宁钢
芜湖
永康

价 格
4400
15500
5000
4700
4800
3880
4150
51000

联系电话
87801090
87808547
83050222

87403456，13906682187
87403456，13906682187
87403456，13906682187

87403307
87403307

华东物资城（钢材）价格行情
物资名称
锡磷青铜带

角钢
钢轨
工字钢
角钢
槽钢
圆钢
方管

规格型号
（0.15-0.8）×200

125×80×10
50公斤
10＃

160×100×12
40# Q235
A3，直径12

100×50×4

产 地
芜湖
济钢
鞍山
唐钢
鞍钢
包钢
富钢
无锡

价 格
52500
4250
4950
3850
4150
4050
3850
4400

联系电话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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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郁
诗怡）昨日，记者从宁波市总工会得
知，为发挥全市各级工会在开展消
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积
极作用，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商务
局、宁波市支援合作局近日联合发
布《关于组织全市工会积极实施消
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鼓励
全市各基层单位使用工会经费购买
对口帮扶地区农特产品，用于本单

位职工福利发放。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积极引导

职工节日慰问品优先采购扶贫产
品。各基层单位工会在国家规定的
法定节日（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向本
单位会员发放的节日慰问品，原则
上优先到全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对
口支援、对口合作、山海协作地区农
特产品的直营店、专卖店、销售网点

采购；全市各级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工会全年采购对口地区产品的金
额应在年度发放职工节日慰问品总
金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此外，《通知》还要求各级工会
做好新增消费扶贫福利发放工作。

《宁波市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对
口地区脱贫攻坚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实施方案》中提出：“2019年至 2020
年，各单位工会可按每人每年不超

过 500 元标准，使用工会经费购买
对口扶贫地区农特产品用于职工福
利发放。”基层单位工会的采购发
放，将统一通过宁波市总工会官方
App“甬工惠”上的“宁波东西部扶
贫专区”运作，且仅限于购买吉林省
延边州和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农特产
品。所使用工会经费(含行政补助收
入等)不计入各基层单位职工法定
节日慰问品发放额度。

工会助力消费扶贫，给力！
2019年至2020年，各单位工会可按每人每年不超过500元标
准，使用工会经费购买对口扶贫地区农特产品用于职工福利发放

本报讯（记者傅钟中 见习
记者张凯凯） 菜市场人流量大，
垃圾产出比较多，也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垃圾分
类工作尤为重要。然而，在中国
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
上，关于菜市场及其周边“垃圾
分类不到位”的投诉屡见不鲜。
9 月 10 日，网友“HTRTU22”
发帖投诉，镇海团桥菜市场垃圾
分类有形无实。

网友在帖子中这样描述：路
过镇海区团桥菜市场时，看到入
口处摆放着两个大容量的分类垃
圾收运桶，靠近一看却大失所
望，里面的垃圾根本没有分类。
此外，菜市场内部的垃圾分类也
只是“走走形式”，垃圾混投现
象非常普遍。

“菜市场不能成为垃圾分类
的管理盲点，该督促管理了。”
网友在帖子中呼吁。

9 月 11 日上午 8 时，记者来
到团桥菜市场，看到菜市场西侧
入口的人行道上放置着两个容量

较大的厨余垃圾收运桶。其中一
个厨余垃圾收运桶已经装满，塑
料袋、泡沫填充物、包装纸混杂
在果壳菜叶之间，还有不少垃圾
掉落在人行道上。另一个厨余垃
圾收运桶中，记者还看到了鞋
子、矿泉水瓶等垃圾。

“这两个垃圾桶中什么垃圾
都扔。”桶边，正在打扫的环卫
工人告诉记者。只见她从垃圾桶
中挑拣出尚有回收价值的泡沫箱
盖，却又毫不犹豫地把簸箕内的
砂石、塑料袋等其他垃圾丢了进
去，丝毫不顾桶身标注的“厨余
垃圾收运桶”字样。

而在团桥菜市场内部，记
者看到，每一个围成一圈的正
方形摊位群旁，都放置了一组
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逐
一翻看后发现，这些垃圾桶中
都存在垃圾混投的情况，尤其
是“其他垃圾”桶，塞满了蔬
菜叶、茭白壳、动物内脏等厨
余垃圾。

菜市场如何做好垃圾分类

工作？团桥菜市场的垃圾分类何
时能不再有形无实？记者将继续
关注。

（发现身边文明与不文明，请

您继续通过以下方式反映：1、拨
打 热 线 81850000 2、微 信 搜 索

“nb81850”，关注后直接留言 3、登
录中国宁波网民生e点通）

垃圾混投

镇海团桥菜市场垃圾分类有形无实

黑 榜

团桥菜市场入口处的厨余垃圾收运桶，垃圾混投现象严重。
（傅钟中 张凯凯 摄）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吴乔璐）“没想到两天时间，这300多
公斤笋干全卖出去了，实在太感谢
了！”昨天上午，海曙区横街镇竹丝
岚村村民孔师傅打电话给海曙常青
公益团队负责人戴旭慧，表达了对
该团队的感谢之情，其间一度哽咽。

两天前，孔师傅正对着一堆滞
销的笋干一筹莫展时，海曙常青公
益团队正好上门慰问，团队成员得
知这一情况后，主动担下了义卖笋
干的责任。

“孔师傅夫妻年近七旬，又是失
独老人，收入全靠销售农产品。今年
孔师傅身体不像往年利索，到市集
上卖笋有些力不从心。”戴旭慧表
示，为帮助两位老人，大家想通过公
益力量帮他们销售笋干。

9 日当天，该团队成员开始组

织爱心义卖，通过朋友圈发布了义
卖笋干的信息，没想到受到许多爱
心人士的关注。

不仅有市民陆续认购笋干，还
有企业批量下单。集士港镇某爱心
企业一次性认购了 150 公斤笋干，
作为福利发给员工。“这两天我一直
在接电话，都是爱心人士前来认购
笋干的，还有爱心人士主动提出捐
款，这让我们十分感动。”戴旭慧说。

10日晚9时，300多公斤笋干被
认购一空，义卖所得款近1.8万元。

义卖认购成功后，常青公益团队
志愿者开始忙着打包，当起了“快递
员”。“9名志愿者划分了不同的配送
区域，趁着大部分居民晚上在家的时
间，主动‘加夜班’送货。”戴旭慧说，
对于路程相对较远的爱心人士或企
业，则通过快递配送。

失独老人300多公斤笋干两天销售一空

图为海曙常青公益团队志愿者在准备送货。（吴乔璐 陈朝霞 摄）

本报讯（张燕 黄跃光 刘
建邦） 中秋近在眼前，告诉即将
打飞的出游的小伙伴一个好消
息，以后因故未带身份证也能乘
飞机了。即日起，从宁波机场出
发的旅客在值机柜台可以办理临
时乘机证明 （试用）。

为方便旅客无纸化便捷出
行，民航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民
航临时乘机证明系统。目前，包
括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在内的全国
203 家机场已完成相关设备的安

装与调试，9月15日临时乘机证明
系统将正式启用。

从宁波机场出发的旅客，在国
内出发厅 16 号和 22 号值机柜台办
理好临时乘机证明身份验证后，可
持临时乘机证明二维码办理乘机手
续。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电子临时
乘机证明服务仅限于使用二代身份
证订票的旅客。该证明有效期为
15 天，过期自动作废。儿童旅客
需要办理身份证才能使用该服务。

身份证没带也能坐飞机
即日起宁波机场可办理临时乘机证明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
晒，这是典型的“秋老虎”性格。
连日来，高温威力十足，甬城最高
气温突破“3字头”。中秋假期，甬城

天气晴好，利于大家赏月出行。
眼下甬城已进入白露时节，夜

寒日里热，秋热将逝去，天气逐渐
转凉，昼夜温差可达10℃。

根据预报，中秋期间我市以多
云天气为主，13 日夜间有云，云
层不厚，利于赏月，14 日到 15 日
午后可能有小范围阵雨。气温比较
适宜，最低气温 22℃至 24℃，最
高气温29℃至31℃。

中秋佳节宜赏月出行

梁正

中 秋 节
对 许 多 人 来

说是个令人期待的日子，但对一
部分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

笔者楼下的老太太有 3个儿
子，用她的话说，“每逢过节都
犯愁”。原来，每遇节日子女们
都会拖家带口地来看望她和老
伴。老两口身体不好，喜欢安
静，平时两个人相互照顾，生活
很有规律。现在到节假日，忽然
多出十几口人，尤其是孩子们好
动，你追我打，经常闹得不可开
交。而且节日这几天，子女们要
么聊天喝酒打牌，要么低着头玩

手机，很少认真与他们交流，老两
口还要买菜、做饭、洗碗，晚上也
没休息好。老人说得实在：“不是
不想让孩子们回来，但每来一回都
好几天缓不过劲来。”

老太太的说法不无道理，许多
家庭每逢过节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有多少人回家时能真正帮父母做点
事呢？有多少人能离开手机与父母
拉拉家常呢？是不是每次回家都把
买菜做饭等家务推给年迈的父母？
做父母的希望儿女“常回家看看”，对
孙辈们更是如此。但是“回家看看”不
是累老人、伤老人，让老人感到轻松
愉快，团圆之日才是幸福之时。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过节“回家看看”别让老人受累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奕碧琼 戎志虎） 这两天，两
名热心村民成为慈溪市古塘街道
新潮塘村村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焦
点。在该村王家片区，工人们挖
沟、砌窨井、铺管道，呈现一派
繁忙的景象。“这里地势低洼，
每 次 下 大 雨 就 变 成 了 ‘ 威 尼
斯’。”村民胡建群说，上月起，
村里对片区排水管网进行改造。
其间，两名热心村民主动为工程

“让地”。
胡建群说的两名热心村民是

陈同表和张松权。在王家片区排
水管网改造中，铺设的管道正好
经过他们家。“这些年，由于周
边造路及拆迁，这片区域排水受
到很大影响。每次大雨来袭，许
多村民家会进水。”陈同表说，

由于排水管网改造牵涉部分村民土
地利益，这个困扰他们的难题一直
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想改变王家片区的现状，必须
重新铺设雨水管道。上月，新潮塘
村将排水管网改造再次提上议事日
程。“当时，村书记李松焕挨家挨
户上门沟通，还召开座谈会，动员
大家建言献策。”张松权告诉记
者，实施这个改造工程，必须重新
挖沟、通管道，要经过两户人家的
院子。“座谈会上，同表第一个

‘让地’。后来，我也举手响应。为
了‘大家’利益，‘小家’受点影
响不算什么！”

见门前路面破土动工，村民陈
凤仙露出了笑容。她说，有了新的
排水设施，雨水就能快速排往河
道。

慈溪新潮塘村：

两名热心村民为村里
排水管网改造“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