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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复业 40 周年巡礼活动
启程后，近日，中国保险博物馆内人
头攒动，一张张写满青春朝气的脸
不断浮现眼前。为了更深入地普及
保险、融入保险，中国人寿宁波市分
公司在中国保险博物馆举办了主题
为“保险创造未来 国寿与你同行”
的新员工入职培训会。

这批即将加盟中国人寿大家庭
的新员工，多为80后、90后。他们中有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在其它行业
入职多年想重新定位自己的新保险
人。在中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有关负
责人的带领下，他们参观了展览区，这
里的历史文献、珍贵图片见证了改革
开放 40年宁波保险业走过的辉煌岁
月，见证了保险人的情怀、开拓与创新。

中国人寿在展览专区，更是通
过“致敬七十年”“国寿概览”“历史
沿革”“服务大局”等 16 大板块向参
观者细说了中国人寿发展成就史。
摇曳沉浮的中国人寿保险，历经了
沧桑岁月，沉淀了保险精神，遗留了
珍贵财富，作为新时代的国寿人，时
刻铭记着保险人的初心，勇担起保
险复兴的光荣使命。这群正值朝阳
的年轻人，在参观后深得感悟，更为
加入中国人寿而倍感骄傲。

胡先生来自中国人寿宁波市分
公司宁海县支公司，此次以组经理的
身份带团队上来，并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分享从事保险业以来的点滴。都说
三十而立，1987 年出生的他，面对朝
九晚五的工作，拿着固定工资，总有
一股声音在推动：男儿志在四方，要
去更广阔的地方闯一闯。去年 10月，

点开宁海某人才网站
的招聘页面，他应聘
进了宁海县支公司。
经过 1年多努力，他从
最初的业务员晋级为
现在的组经理，小团
队也有近10人。

“我要感谢中国人
寿给我提供了这么好
的一个平台。每天和一
帮年轻人一起工作，他
们热情有活力，感觉每
一天都是快乐的，每一
天都有新收获。”胡先
生笑着说。

中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鄞州区
支公司个险部经理赵女士分享了自
己的保险故事。她踏入这个行业已有
10多年了，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表示
很欣慰。记得去年寒冬，外面风雪交
加，她接到一个久未联系的客户电
话，客户沉重的声音让她久久不能忘
却。当她把一份重大疾病险的赔款送
给对方时，客户激动得热泪盈眶。“保
险也是一种理财方式，趁着自己还年
轻，可以给自己早做一份健康方面的
规划。”赵女士说。

中国人寿始终着力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客户利益和社
会责任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不断
服务与满足广大群众和实体经济多
样化金融需求，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
水平。一代又一代的国寿人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成己为人，成仁达己”的企
业文化核心理念，不断融入新鲜血
液，培养栋梁之才，传承国寿精神。

此外，中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还
启动了“展翼”计划，此项目是中国人寿
总公司精心打造的重点人才项目。“展
翼”计划项目成员作为重点培养的大中
城市分公司营销管理领导人才，将参与
城区专业化支公司营销人员管理、市场
拓展、营销支持等管理工作。通过参加
中国人寿总公司牵头组织的两年培养
计划，汲取中国人寿长久积淀的人才培
养经验，成长为大中城市分公司营销管
理领军人才，最终成为中国人寿大中城
市振兴发展的“中流砥柱”。

据悉，12 月，中国人寿宁波市
分公司还将在中国保险博物馆开启
另一场入职培训会。（王颖 文/摄）

保险创造未来 国寿与你同行
中国人寿宁波市分公司新员工入职培训会侧记

11 月 29 日，“智行中国-寻找
中国智慧人物——新宝骏智能家族
全国体验会”来到宁波。这是首次
专为女性打造的时尚盛宴，也是一
次重塑女性自我价值的文化沙龙。
包括媒体代表、车主在内的众多都
市女性汇聚一堂，通过思想的互动
与碰撞，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新宝骏品牌自诞生之初，就秉
持着“创造出行新生活”的主张，
它所创造的“出行新生活”并不仅
仅针对某一特定群体，而是面向所
有人，其中当然包括了女性用户。

因此在设计每一款产品时，新宝骏
都深刻洞察女性车主的真实用车需
求，在她们尤为注重的安全性和智
能化方面，力求做到极致。正是这
些基于用户需求的人性化考量，新
宝骏让原本冷冰冰的技术充满温
度，用智能和安全双重赋能女性用
车场景，为她们量身打造全新的移
动出行体验。

数据显示，新宝骏品牌从 4 月
份推出至今，已收获了超过 20%的
女性用户，其占比高于同级别合资
品牌两到三倍。而在用户调研时，

女性车主对新宝骏安全性和智能化
的依赖，也再度得到验证。

本次试驾活动，新宝骏智能家
族来到坐落于甬江畔的宁波教育博
物馆。作为智能汽车领域的先行者，
新宝骏在本次试驾活动中，通过智
能网联体验、ADAS 试驾、沉浸试驾
体验、城市道路体验，全方位、多维
度地展现出与传统汽车截然不同的
魅力，收获了诸多女性用户的青睐。

在外观造型方面，新宝骏采用
了全新的“星际几何”家族式设计
语言，无论是 RC-6 的溜背设计，

还是 RS-3 的双色车身，超高颜值
不仅让她们所到之处即为焦点，更
为她们的生活增添一份品质感。

安全感是女性一直以来的追
求，新宝骏智能驾驶系统通过毫秒
波雷达+摄像头探测技术的应用，
提供了“视听智能融合”解决方
案，智能倒车能让新手女司机秒变
控车达人，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倒车
的精准性和安全性。同时，L2 级
的 ADAS 智能驾驶系统的应用，也
为她们每一次的出行保驾护航。

（王 颖）

智行中国 新宝骏智能家族点亮“她时代”

宁波向海而生，依港而兴。从
1992 年确立“以港兴市，以市促港”
的战略以来，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
吐量从 1978 年的 214 万吨猛增到
2017 年的 10 亿吨，坚定地从大港迈
向强港。

在东海之滨，港口经济的寓意，
已远远升华了城市人居的高度。拥
有港口板块资源，哪怕仅仅一小块，
也意味着占据了城市未来发展先
机，第一时间聆听城市未来脉搏，提
前感知未来经济和生活方式。

响应战略指引，智创
滨江新城

2017 年开始，宁波提出“科技
创新 2025”重大专项部署，计划 5 年
投入 20 亿元，组织实施高端精细化
工、新型磁性材料与器件、高性能金
属材料等总计 13 个重大专项，抢占
产业技术制高点。

“三年出形象、五年见成效、十
年建新城”是北仑区委、区政府对滨
江新城核心区开发建设的总体要
求。作为实施“双城”战略和建设“三
个北仑”的示范样板区，滨江新城核
心区将重点培育港航服务、国际贸
易、创新创意、总部经济等城市产
业，逐步形成海港经济创新中心、高
端人才创业基地，力争通过三年至
五年的建设，打造独具青年创新活

力、数字经济实力、江南水乡魅力的
未来理想之城。

“宁波东进 北仑西
拓”，滨江新城蓄势待发

“最靠近宁波市区的板块，滨江
新城将承载‘北仑西拓、宁波东进’
的交汇中心便利，享受两面红利，在
新时代的起点下，北仑滨江新城，一
座全新的理想之城正蓄势待发。”
2018 年 4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这
样描述滨江新城。

在城市谋划层面，以北仑小港
为核心的滨江新城，具有先天的区
位优势和完备的交通，可以便利地

承接宁波主城区东扩，联动镇海、北
仑城区，接轨甬江两岸战略，成为

“产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城区。
为加快推进滨江新城产城一体

化，提升新城品质形象，根据市“六
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计划和北仑
区“五大攻坚”任务部署，滨江新城
将产城融合视为提速发展、奋力赶
超的重大战略机遇，通过“科学规
划、精准招商、项目争速”的发展途
径，拓展产业空间，发展产业经济，
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吹
响了新城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的冲锋
号。

根据《滨江新城整体发展战略
规划研究及核心区概念性城市设

计》，滨江新城将进一步优化生态、
农业、城镇等城市空间布局，实现新
城功能定位、用地布局、道路交通、
空间形态四大领域突破，着力构造
临港产业基地、休闲旅游目的地、高
端商务服务中心，努力打造具有中
国韵味、城市产业集聚、彰显山水特
色的宁波东北部副中心。

滨江新城，得天独厚
小浃江

在滨江新城这片充满未来的土
地上，作为甬江门户流域——小浃
江片区，规划为宜居片区。这里不仅
拥有成熟的生活设施、便捷的公共
交通，在建的轨道交通 2 号线和规
划中的轨道交通 6 号线都由此经
过。更难得的是，优越的自然环境将
让它成为 21 世纪的“新江南水乡”。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 53 届国际规划
师年会上，《小浃江都市田园休闲区
规划与城市设计》作为第一个项目
在会上交流，并获得一致好评。

宁波滨江新城，规划集聚千亿
级智创产业和数十万人口，是宁波
城市东进战略高地。未来，港口经
济、开放经济、总部经济、数字经济
等新产业、新业态将在这里落地生
根。小浃江畔，这座人才创新创业的
活力之城的开发建设正如火如荼。

（江碧轩）

宁波滨江新城：下一个城市发展“风口”

即将入职的新员工参观中国保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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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北仑小浃江片区
（BL XB03）控制性详细规划结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