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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为机，金融“输血”

记者 张正伟
通讯员 杨 阳

“我们在网上提交申请，银
行一次也没去过，贷款和贴息送
上了门。”近日，宁波梁桥米业
负责人高兴地告诉笔者，2 月份
两笔专项再贷款的 25.2 万元财政
贴息到位，大大提升了公司流动
资金的充裕度。

按照政策要求，再贷款财政
贴息一般在 5 月底申报，之后由

财政部审核后通过中央转移支付
至地方。梁桥米业之所以能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拿到贴息，要归功
于宁波在全国首创的“先拨后
结”专项再贷款贴息政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央
出台专项再贷款政策，加大对重
点防疫保供应企业的支持力度。
为了让企业早日享受政策红利，
市财政局再造流程、打破常规，
通过地方财政预留资金“先拨后
结”，让企业在结算贷款利息时

提前享受贴息优惠，从而帮助企业
增加流动资金，全力投入疫情防控
与扩大生产工作。据市财政局统
计，截至 3 月 20 日第一季度结息
日，已及时兑付首季度专项再贷款
贴息 1446 万元，第一时间为企业
节省实际支出近 8000 万元。

早贴现不但满足了企业的资金
应急需求，还大大提升了我市银行
机构助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工
作积极性。据介绍，中央有关防疫
专项再贷款政策实施以来，在人行
宁波市中心支行的组织、引导下，
工农中建交等国有银行在甬机构与
宁波地方法人银行齐头并进，对全
市 187 家国家和省级名单内的重点
防疫保障企业应贷尽贷，利率能优
则优。其中，宁波银行累计为 117
家企业发放再贷款 36.4 亿元。据统
计，目前全市已有超过 140 家重点
企业拿到专项再贷款，总金额 71.3
亿元，放贷规模名列全省第二；已
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2.55%，为

全省最低，经市财政 50%贴息后，
企业实际负担利率仅为 1.275%。

在企业享受优惠的同时，市财
政局还和人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及各
借款银行根据能简则简原则再造流
程，让财政贴息与信贷资金“同步
申请、同步审核、同步结算”，打
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让企
业“零次跑”。据介绍，在业务办
理过程中，市财政部门委托借款银
行在受理企业贷款申请时同步受理
财政贴息申请；市、区两级财政部
门与银行协同联动，同步审核企业
贴 息 申 请 ； 最 后 通 过 “ 先 拨 后
结”，让企业结算贷款利息与享受
贴息优惠同步。

此外，各区县 （市） 财政部门
还会同借款银行严格做好贷前核
查，及时汇总审核资金拨付信息，
切实提高财政贴息资金的使用效
益。据介绍，宁波“先拨后结”贴
息模式得到了财政部的高度肯定，
目前正在全国因地制宜推广。

“先拨后结”，企业“零次跑”享优惠

专项再贷款贴息
跑出助企“宁波速度”

编者按：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整体向好，经济社会秩序
加快恢复，但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经济发展特别
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积极、稳健、全
面的金融支持将为我市做好疫情防控与“六稳”工作提供坚
强保障。本报今起推出“化危为机，金融‘输血’”专栏，
梳理我市推出的一系列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探讨
金融助企，推动外贸、制造、投资及生活服务业良性发展的
具体路径。

昨天，海曙区章水镇赤水村种
植的百余亩晚樱灿若云霞，与错落
有致的民居、绿色的茶园交相辉
映，呈现一幅幅如画的田园春色
图，成为当地旅游网红打卡地，吸
引市民及游人前往踏青。

（周建平 摄）

山村
晚樱

记者 张凯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
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
党员义务⋯⋯”

举起右手，握拳过肩，面对党
旗郑重宣誓，3 月 14 日下午，在武
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
区门诊大厅发生的这一幕，将被现
场 22 位火线入党的医护人员铭记
一生。

2 月份以来，这样的场景频频
在武汉上演。许多白衣战士利用战
斗间隙，汇聚到鲜红的党旗下，喊
出了心中的铮铮誓言。宁波援武汉
医疗队中，先后有 40 名同志火线
入党，他们在与新冠肺炎殊死搏斗
中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将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到极致。

蓝名牌，红名牌

这是一张身份证大小的不干胶
名牌，大红的底色上，“共产党员
王兵兵”的字样格外显眼。

“就是这张看似无足轻重的名
牌，见证了我在武汉 52 天来身份
上的改变。能在江城武汉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一员，是我人生中最光
荣、最自豪的时刻！”来自宁波市
康宁医院的医护人员王兵兵告诉记
者。

刚到武汉时，作为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王兵兵的名牌底色还是蓝
的 。“ 队 伍 中 半 数 以 上 是 党 员 同
志，他们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怀
和强大的责任担当，让我既钦佩又
向往。”一天天的护理工作中，王
兵兵目睹了一位又一位党员牺牲休

息时间，承担起一项项充满风险的
任务；看到了一位又一位党员克服
身体素质上的不足，爆发出充满干
劲、坚持到底的“小宇宙”。

“我作为一名年轻的男护士，
身体素质上占优，也要像他们那样
义无反顾。”王兵兵暗下决心，一
切要向党员看齐。医护队员需要帮
忙，上！照料患者人手不够，上！

3 月 14 日，当王兵兵如愿站在
党旗下别上党徽的瞬间，感到胸腔
中充满了壮志与豪情。“今后不管
有什么困难、有谁需要帮助，我也
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出那句‘我是党
员，我先上’！”

汇聚在党旗下战斗

奉化人民医院重症科副主任马
旭辉清楚地记得，2 月 8 日晚上 10
点在家中接到院长电话时的那一
幕。同为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的妻
子任秀赞瞥了一眼来电显示，没等
电话那端开口，便轻声说：“那你
就去吧。”

2 月 9 日临行前，作为奉化人
民医院援鄂医疗队的队长，他庄重
地向领导承诺：“一定不辱使命，
完成任务，一个都不少地带队友们
回家！”

是什么令这群白衣战士汇聚在
党旗下？是家人的支持，是对战友
的承诺，是对病患的责任⋯⋯关键
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这一
位位共产党人就如同一面面旗帜，
鼓舞带动了更多的战士。

“奉化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副
队长冯马龙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告
诉我，党员医生上一线不存在讨价
还价。亲手为我别上党徽的王志宇
同志，是宁波援武汉医疗队医疗一
队的病区主任，他身体力行，践行
了共产党员的担当。如今我也是一

名光荣的预备党员，该轮到我去鼓
舞、带动其他人了！”马旭辉说。

接诊病情危重的吴阿姨时，马
旭辉冒着病毒载量高、陪护人员暴
露风险大的压力，备好给氧装置及
监护设备亲自护送；即便睡眠不
好，他依然会抽出休息时间，参与
捐赠物资发放活动⋯⋯

在一面面旗帜的鼓舞下，如
今，宁波援武汉医疗队中已有 105
名同志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占
全队非党员总数的近 70%，其中 86
名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党旗永远在心中

凌晨 3 点，宁波援武汉医疗队
护理八组组长舒芬完成交接班，开
始了新一轮的查房工作。

“你早点去睡觉吧，多休息会
儿 ， 我 们 这 边 没 什 么 事 。” 病 床
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低声对舒
芬说道。 这位从事护理工作近

20 年的护士长忍不住鼻头一酸。
“作为一名普通的护士，能在

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力
量，这是我的荣幸；能够让双眸失
去神采的患者重新燃起生的斗志，
这是我的荣幸；能够成为改变时代
潮流的这个集体的一分子，这是我
的荣幸。”她说。

宁波援武汉医疗队中的“90
后”医护人员沈利芳告诉记者，一
枚党徽、一件白大褂，这是她待在
武汉的全部理由。火线入党前，她
以一名医护人员的身份承担起这身
白大褂的“重量”，火线入党后，
她的身上更多了一分党和人民的期
许。

在滚滚前行的时代潮流中，并
非每一滴水都能成为跃出水面的浪
花，但每一滴水都能折射太阳的光
芒。同样，宁波援武汉医疗队中的
白衣战士，无论是王兵兵、马旭
辉、舒芬还是沈利芳，他们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面鲜红的旗帜在飘扬。

党旗下的战“疫”新力量
最美战疫人
宁波白衣天使的湖北故事⑥

在 武 汉 的 58 天 中 ， 一 声 声
“武汉加油”，激励着一线医护人员
和社会各界人士。我们坚信胜利一
定会属于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属于
英雄的武汉人民。

宁波市第一医院 ICU 副主任
医师 叶继辉

有人告诉我，这个世界的美好
很多时候得益于少数人的牺牲，还
有绝大多数人的坚持。我很庆幸自
己是一名护士，当国家和武汉需要
我的时候，可以勇往直前冲在一线。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
集团总院呼吸内科护师 俞佃瑜

防护服下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
护人员，大疫之下，医者为兵，有
战必胜！也正因为这次驰援武汉的
抗疫经历，让我的人生更添浓墨重
彩的一笔。

宁波市第九医院急诊医学科护
理组长 王珊

在武汉，我见证了全国人民上
下齐心、守望相助的真情流露，感
受到了迅速升温、不分彼此的驻地
战友之情，夜以继日的奋战，终将
迎来胜利的喜悦！

宁波市杭州湾医院主管护师
叶梦月

本报讯（慈溪市委报道组张天
叶 卢萌卿 记者陈章升） 看书、
喝咖啡、畅谈⋯⋯4 月 2 日午休时
间，“慈星号”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内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学经
典”书吧里刚到一批新书，几名职
工正捧书阅读。旁边的高层次人才
联谊区内，五六名员工探讨着几天
后的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大伙儿出
谋划策，好不热闹。

“ 去 年 底 ， 我 们 企 业 设 立 了
‘慈星号’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将一整层楼房作为企业新时代文明
实践基地的展厅，供企业职工交流
思想、创新创业，培育文明。”慈
星智能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史雪青
说。“慈星号”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总面积 1300 平方米，设有新时
代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幸福慈溪”
新时代思享会、新社会阶层人士实
践创新基地等 12 个区块。园区有近
300 名员工，其中有 90%为外来务工
人员。疫情防控期间，园区除提供给
员工隔离宿舍和防护物资外，还找

来理发师帮员工理发，为个别员工
进行返岗后的心理辅导。

2018 年，慈溪成为全国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之
一，从市、镇 （街道）、村三级开
展建设，目前已建成 1 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18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和 33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为打通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慈溪拓展实践领域，面
向全市工业制造业和三产服务业领
域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建设推进企
业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围绕学习
引领、文明公益、企业展示、关心关
爱、创新创业五个平台，鼓励企业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提高广大职工归
属感、使命感、成就感。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进企业，
受到了企业的欢迎。“这是促使员
工养成文明习惯、提升他们社会责
任感的好机会。”中兴精密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复工阶段，
职工响应实践基地的号召，自发穿
上红马甲，在企业中协助测温、发
放防护物资、日常厂区消毒等。

今年，慈溪计划完成 20 家以
上重点企业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建
设，目前已有慈星集团、中兴精
密、徐福红木等 9 家民营企业设立
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延伸实践“枝干” 文明“落地开花”

慈溪民企设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袁伟鑫） 记者从奉化区政府获
悉，该区向日本入间市捐赠的一批
防疫物资于昨晚搭乘邮政航空专线
空运至大阪，支援当地市民抗击疫
情。

这批防疫物资共 18 箱，包括 2
万 只 医 用 口 罩 、 100 套 防 护 服 、
120 副护目镜和 1200 副手套。4 月
3 日，该区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将这批物资封箱包装，由邮政专车
运往义乌，再乘坐航班飞往日本。
每箱物资的外包装上都贴着一张写
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标签，

还画有代表奉化的桃花和代表日本
的樱花。

今年是奉化区和入间市互为友
好城市 20 周年。春节前，入间市
相关负责人多次就新冠肺炎疫情向
奉化表达关切，并在 2 月份捐赠了
8890 只口罩和 41 套防护服，援助
奉化防控疫情。

3 月 27 日，奉化收到了入间市
的相关求助，便向本地医疗器械公
司紧急订购了 2 万只医用口罩，并
购买了防护服、护目镜和手套等一
批物资，通过空运，尽快给予援
助。

桃花樱花守望相助

奉化捐赠物资
援助日本入间市抗疫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岑
思懿） 清明假期，春和景明。开元
九龙湖度假村再度爆满，横溪农家
乐顾客盈门⋯⋯峰峦叠嶂、碧水如
镜的九龙湖，又恢复了热闹的景
象。3 天时间里，来镇海九龙湖的
游客数量恢复到往年同期的六成。

受疫情影响，今年前三个月来
九龙湖的游客不及往年的三成。当
地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和经营者通
过丰富景区活动、提升旅游质量、
强化旅游品牌，实现旅游业的强劲
复苏。

聚集人气是旅游业“困境反
转”的前提。3 月份，随着国内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九龙湖镇推
出春日风筝节、“山水九龙 春约
秦山”主题诗会等以“春”为主题
的乡村旅游系列活动，想尽办法集
聚人气。4 月初，九龙湖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别出心裁招募的“花样奶
奶”春游团，成为九龙湖形象代言

人，她们与美景、美道、美宿的“合
影”广为传播，吸引了大批游客。

横溪农家乐是九龙湖旅游的一
张“金名片”。疫情防控期间，农
家乐经营者除了提供防疫志愿服务
外，还做起了农家乐外卖，同时研
发新菜品，提升经营环境。2018
年，以当地特产螺蛳、河虾等为原
料打造的“九龙湖九大碗”，一推
出就火了一把。九龙湖镇农家乐联
盟党支部书记陈月波和几位农嫂一
合计，又研发“九大碗 2.0 版”，反
响很好。

此外，九龙湖镇化危机为契
机，抓紧时间上马新项目、培育新
业态，练好内功，提升旅游竞争
力。目前，九龙湖镇重点项目建设
和征地拆迁工作已“火力全开”，
农事体验项目“春华秋实”、森林
探险项目“飞跃精灵谷”、商旅融
合“张家山头”项目正从蓝图走向
现实。

想方设法聚集人气 化危为机提升质量

九龙湖旅游业
实现强劲复苏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象山影视城体验穿越古今的影视风，
感受春日的气息。

（张陆沁 徐能 摄）

清明小长假 感受影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