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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宁波过大年

记者 张昊 徐展新

昨日，我市召开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六连冠”总结表彰暨建设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动员大会，表彰先
进，总结经验，扣响建设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的“发令枪”。受到表彰
的先进代表纷纷表示，一定要将此
次荣誉化作不断向前的动力，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引领，以全国文明城市“六连
冠”为新起点，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为宁波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再立新功。

全国文明村镇代表、余姚市临
山镇邵家丘村党总支书记黄宝康
说，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容和有力保障。参加动员大会，接
受表彰，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将

广泛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
一步深化“道德银行”建设，用道
德立村激活村民向善力量，着力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不断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

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国网浙江
宁波鄞州区供电有限公司营业厅班
长张亚芬说，家庭是城市的细胞，
宁波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需要
每个家庭、每个家庭成员的共同参
与和努力。我们将倍加珍惜这个荣
誉，发挥全国文明家庭的带头作
用，弘扬优良家风，带动更多的人
帮助困难家庭，传递文明新风，为
爱心宁波、文明宁波添砖加瓦。

全国文明单位代表、江北区妇
幼保健院院长罗晓蓉说，成功捧回
全国文明单位奖牌，是对我们所有
医护人员勇担社会责任、践行文明

风尚的鞭策和鼓励。我们将不断加
强医德医风建设，悉心呵护生命和
健康，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更好的
就医环境和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让
文明之花永葆鲜艳。

大会消息经甬派发布后引发我
市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评
论表示，这次大会振奋人心！文明
没有旁观者，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人人都是主力军，人人都是践
行者。瞄准新目标，踏上新征程，
奋力干起来！

江北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主任葛玲玲说：“靡不有初，鲜克
有终。”人民群众对文明环境的期
望、对文明秩序的盼望、对文明风
尚的渴望，是我们在文明创建路上
勠力向前、攻坚克难的最大动力。
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们
将从细微着手，做绣花文章，坚持
高标准、常态化推进文明城市全域
化创建，让市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镇海区骆驼街道党工委委员赵
会营表示，我们将把文明创建重任
紧紧扛在肩上，持续推进文明创建
常态化，着力打造城市形象新亮
点，动员广大居民争做美好骆驼合
伙人，扩大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明
宣传覆盖面，营造文明创建共建共
享的浓厚氛围，努力为宁波建设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作出新贡献。

“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六连
冠’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社区
干部和居民共同参与热情，因此今
天的荣誉沉甸甸的。”海曙区望春
街道清风社区党委书记李雪君说，
很多居民主动做起志愿者，参与垃
圾分类、环境清洁、文明劝导等
活动，让社区环境更优美、秩序更
井然。这次大会描绘了建设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的新蓝图，我们期待，
有我们宁波上下一心的努力和付
出，我们的城市会更加美好，居民
能享受到更加优美的环境、更加优
良的秩序、更加优质的生活。

踏上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新征程
奋力打造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昨天下午，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 2021 第六届“融+”
时尚周闭幕式。在为期 7天的时尚
周里，24 个专业的 6000 多件作品
进行了集中展示，有 1960 多名学
生参与到这场盛大的展演中。

当天下午，该校艺术与设计学
院舞蹈、音乐、服装表演 3个专业
的毕业生，进行了主题会演。在柔
美如画的灯光下，芭蕾、群舞、走
秀、独唱等 12 个节目，将充满青
春活力的校园文化推向了高潮。

图为舞蹈专业学生正在表演。
（王国海 严龙 摄）

逐梦前行
竞芳华

记者 张正伟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通
知，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信用卡
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
协商确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
限和下限管理。

“这个消息太好了，意味着银
行会有更多实惠的信用卡产品，不
用单一依靠网上了。”对于经常在
网上提前消费的马襄来说，这次信
用卡新政不啻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要放开信用卡透支利率
管理？新的政策会给现有的个人金
融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为此，
记者昨天走访了部分银行与相关主
管机构。

新政面市，“让子弹再
飞会儿”

虽然这个政策推出已经一个多
星期了，但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
现，我市银行基本没有收到总行层
面明确的信用卡透支利率调整方
案，目前在线的信用卡产品也是维
持原样。

在中行官方 APP，记者在首页
没有发现有关信用卡透支利率放开
的信息，展示的信用卡产品均为现
有的常规产品，比如为年轻客户打
造的“活力一族”中银赞卡，即申
即用的数字信用卡和为出国留学客
户打造的“卓隽留学卡”等；信用
卡分期方面，也是以传统的“优客
分期”和“家装分期”两款特色产
品为主。

“目前我行实行的仍然是老政
策，利率上下限额如有变动，按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中
行宁波市分行相关工作人员说。

农行宁波市分行负责信用卡业
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电话采访中表
示，目前，他们还是按照央行新规
前的政策，特殊卡种透支利率以农
行官方网站等渠道公示为准。

在招行、民生、华夏等银行宁
波分行的官方网站上，记者发现公
开的信用卡产品的透支利率政策均
没有变化，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信
息公布。

“此次信用卡新政，对于银行
业产品创新与产业转型都是一次转
型，虽然目前市场风平浪静，但这
个政策在出台前已经酝酿很久，相
信宁波的银行机构很快就会收到总
行层面的应对之策。”一名不愿透
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

从区间利率到全面放
开，个金消费迎来利好

分期还款、透支利息低，还可以
邀请朋友帮助还⋯⋯在网上，不知
多少年轻人因为这种既实惠又新颖
的方式而选择了互联网信用消费。

而在线下，银行机构就不能这
么肆意而为，必须在监管区间内小
心翼翼地开展信用卡业务，“天花
板”不能碰，突破底线的“地板
价”更不可能。

2016 年以前，银行信用卡透
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固定利
率。2016 年 4 月，央行把固定利率
调整为区间利率，上限为日利率万
分 之 五 （换 算 成 年 化 利 率 约 为
18%），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
0.7 倍。此次，从区间管理转向市
场放开，不但有助于搬开阻拦银行

信用卡业务做大做强的绊脚石，同
时对个人金融消费也是利好多多。

首先，逾期持卡人的还款负担
预计会减轻。对于银行来说，信用
卡基本上有 50 天左右的免息期，
只有当持卡人无法全额还款出现逾
期才会产生相应的利息。也就是
说，信用卡透支利率上下限的取
消，对正常还款的信用卡持卡人不
会产生太大影响，信用卡透支利率
的高低也不会令这部分人支付额外
的利息。

受到波及的主要是无法按时还
款的信用卡持卡人。业内人士表
示，虽然各家银行尚未公布信用卡
透支的利率新标准，但从目前的形
势来看，实施自主定价后，银行在
规避资金风险、控制信用卡坏账率
的前提下，会大概率合理降低信用
卡透支利率的可能性。

当然，即便银行降低了信用卡
透支利率，也不意味着持卡人可以
恶意套取挪用信用卡内的资金额
度，用于非消费领域。农行、中
行、平安、中信、广发、华夏、兴
业等多家银行早已明确表示，信用
卡不得用于房地产、证券投资、理
财、其他权益性投资等领域。此

外，银行可以在降低信用卡透支利
率的同时，降低持卡人的信用卡额
度，以杜绝持卡人恶意透支以及非
法套利等钻空子行为。

其次，透支利率市场化将加大
各银行信用卡业务竞争，进一步降
低信用卡透支利率水平，对广大持
卡人长期利好。

利率市场化，有利银
行加入获客竞争

“我们会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
持卡人风险等级灵活定价，为持卡
人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形成错位竞
争来拓展信用卡市场。”

“在稳定过渡的基础上，借助
合理的透支利率加大产品和场景创
新，让更多客户尤其是年轻人选择
银行信用卡。”

昨天，不止一位银行机构人士
表示了迎接信用卡业务新机遇的决
心与想法。

“银行资金雄厚、风险管理能
力强，但在信用卡业务上落后于一
些消费金融公司与互联网平台，主
要原因是受限于定价机制，不能放
开手脚营造丰富场景获客。”农行
宁波市分行专业人士分析，利率定
价机制放开后，会推动银行机构主
动对客户进行定位和分层，“因为
突破上限之后，可以增加一些高风
险客户；突破了下限，还可以增加
一些更优质的客户”。

截至去年底，我国银行信用卡
办理量已经突破 8 亿张，而且以年
均 15％的速率递增。业内人士表
示，目前消费金融市场竞争非常激
烈，信用卡透支利率松绑，有利于
商业银行进行产品创新，更好地参
与市场竞争。而且随着银行差异化
定价能力提升，信用卡融资成本
低、权益丰富的优势会不断显现，

“多重优势叠加，有望在与消
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竞
争中胜出，从而为个人金融消费市
场的繁荣稳定打开新的空间。”业
内人士说。

信用卡透支利率放开，
个人金融消费利好几何？

新政实施，将推动信用卡市场竞争。图为客户在农行鄞州分行办理信
用卡。 （徐能 摄）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朱燕君 顾 盈

“2 月出勤的一线员工，公
司额外奖励每人 4000 元，对二
线 员 工 ， 公 司 额 外 奖 励 每 人
2000 元，对留甬过年的员工发
放 每 人 800 元 的 家 属 拜 年 金 。”
昨天，记者在海曙区高桥镇宁波
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公司，看到
企业办负责人章维正在做春节员
工留企安排。

该企业外地员工占比近80%，
大多来自贵州、四川、江西等
地。据初步排摸，近八成外地员
工 有 意 向 留 甬 过 年 。“ 春 节 期
间，员工的伙食待遇也会提高，
会加菜加餐让大家过年有‘家’
的温暖。”章维说。

在海曙区，类似爱柯迪这样
的企业不少。宁波百立光电有限
公司采取节前留甬发红包、节后
开工准时报到发红包等方式鼓励
员工留甬过年。

宁波翔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对放假留企的员工一次性发放每
人 600 元的奖励。“现在疫情形

势还严峻，我们回老家也有风
险，公司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
挺感动的。”来自贵州的员工章
师傅说。

为赶制订单，巩固复工复产
的良好局面，不少企业采用“老
带新”奖励政策。“防疫不能松
生产。”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毛亚伟坦言，眼下
公司的订单已排至 6 月，为尽量
减少用工短缺引发的问题，从去
年 11 月起，公司就启用介绍奖
励机制，老员工介绍老乡、朋友
入职 2 个月以上，就一次性给予
1000 元的现金奖励。

海曙民营企业家也主动挑起
主体责任，纷纷响应区疫情防控
办“年关不聚餐、不聚会”号
召。“没了年会，不能没了人情
味。”宁波天天汽车集团将年会
费用转换成员工补贴，宁波拓
铁机械有限公司为节后准时到
岗员工预留了 70 万元资金，分
全勤奖、开门红包等一次性奖
励发给职工，对不回老家的职
工 给予单程车费补贴，让员工
倍感温馨。

海曙企业留工优工
一大波“红包雨”已就绪

记者 林海 通讯员 忻志华

昨日下午，在应氏杯半决赛三
番棋第 2 局比赛中，宁波“00 后”
棋手谢科八段以 3 点的优势战胜日
本棋手一力辽九段，以 20 的大比
分晋级决赛。由于两次晋级世界大
赛的冠亚军决赛，谢科也由此升为
九段。他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位“00
后”九段棋手，而且也创造了个人
世 界 大 赛 11 连 胜 的 佳 绩 。 由 于

“韩国第一人”申真谞再次击败本
届应氏杯“黑马”赵晨宇，他和谢
科将在冠亚军决赛中对弈。

出生于 2000 年的谢科 5 岁开始
跟父亲学棋，后来找宁波的各路高
手学习。到小学三年级时，他转到
北京下棋，后来在聂卫平道场学
棋，13 岁入段，成为职业初段棋
手。近年来，谢科进步很快。他从
2015 年开始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
赛，他所在的苏泊尔杭州队连续 3
届获得冠军。在历届“梦百合杯”
上，谢科战绩稳步上升：2015 年

杀入八强，2017 年晋级四强，今
年 1 月初“梦百合杯”半决赛胜范
廷钰后，谢科成为中国围棋界首位
闯入世界大赛决赛的“00 后”。

2017 年 ， 谢 科 进 入 国 家 队 ，
成 为 国 内 等 级 分 最 高 的 “00 后 ”
棋手。之后在第 32 届中国围棋天
元赛挑战赛中，谢科连胜陈耀烨、
范廷钰、时越 3 位世界冠军，获得
挑战权。在与连笑的决战中，谢科
以 12 惜败。

2018 年 5 月 14 日，谢科在围
棋“友谊杯”人机大赛中一鸣惊
人。当时人类棋手与 AI （人工智
能） 棋手对阵屡战屡败，坚持“不
退让围棋”的 AI 棋手星阵一上来
就 取 得 对 中 韩 围 棋 高 手 的 35 连
胜。第 36 个出场的谢科 1 个月前刚
刚升为六段，他与 AI 棋手激斗 221
手后获胜，这盘棋被称为“人类史
诗般的胜利”。对于这场胜利，谢
科表现得很冷静：“AI 棋手在计算
上有盲点，造成对大局掌控的疏
忽，而我刚好抓住了这个盲点。”

宁波棋手谢科
闯入应氏杯决赛
成为中国第一位“00后”九段棋手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周杰 杨阳） 昨天，北仑区教
育局发布告家长书：寒假不离
甬，留甬有礼包！

告家长书上说，鉴于近期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请
家 长们积极支持配合做好疫情
防控：

减少远距离流动，鼓励留在
北仑过节，无特殊情况不离开宁
波市。针对个别特殊情况确需离
甬的师生，要向学校做好报备手
续，并签订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承诺书 （通过钉钉进行请假审批
和签订承诺书），记录好离甬期
间的每日行程，开学报到日 7 天
前务必返甬。返甬后，要根据防
控要求严格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科学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
好个人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
嗽、胸闷等症状第一时间就近到
发热门诊就诊。

遵守公共场所防疫规定，进
入公共场所主动配合做好戴口
罩、亮码、测温、人员分流等工作。

减少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所，减少不必要的集体活动。不
组织大规模聚会聚餐，家庭聚会
聚餐等控制在 10 人以下。

同时，北仑区教育局推出了
“留甬礼包”。

在严格遵守防疫工作要求的
前提下，该区教育局将结合研学
活动，整合全区研学营地、基地
资源，为留甬学生及其家庭提供
各种优惠甚至免费的亲子游套
票；将推出微心愿认领活动，为
满足留甬学生的小小愿望发挥微
能量、传递正能量，让孩子们在
宁波过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新
年；将通过北仑区名优骨干教师
在线课堂为留甬学生精心准备系
列学科精品课程，让学生在家即
可线上学习“充电”。

寒假结束后，该区教育局将
组织开展学生室内自编操、读

（观） 后感、科学小实验、数学
日记、优秀志愿服务团队及个人
等系列评选活动，表彰在评比中
表现优异的学生和家庭。

北仑区教育局发布告家长书

寒假不离甬，留甬有礼包

宁波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公司鼓励员工留在宁波过年。
（陈朝霞 朱燕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