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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2 月 20 日，宁波银行舟山分行
正式开业，这是宁波银行在浙江省
内开设的第十家分行，至此宁波银
行实现浙江省内地级市全覆盖。

一直以来，舟山与宁波一衣带
水、地域相邻、人文相亲、经济相融。
舟山大陆连岛工程起于舟山定海
区，终点与宁波镇海沿海大道相衔
接，随着舟山“登陆工程”的逐步推
进，舟山与宁波的联系更加紧密。宁
波银行舟山分行位于舟山市临城街
道 合 兴 路 158 号 江 海 商 务 大 厦 B
幢，从宁波市区驾车前往仅需一个
多小时。

舟山是全国首个以群岛建制的
地级市，素有“海天佛国、渔都港城”

之美誉，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和灿烂悠久的人文底蕴。近年来，舟
山海洋经济行进在高质量发展的新
航程，努力打造绿色石化、船舶与海
工装备、港贸物流、海洋旅游为支撑
的现代化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舟山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宁波
银行“快审快贷”等优势产品，能够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帮助客户降低
融资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汇
通理财”等优势产品可以帮助个人
客户有效进行财富管理，为客户创
造价值。宁波银行舟山分行开业后，
将找准海洋经济转型升级重点，实
施特色化发展战略，发挥总分行协
同效应，为舟山的民营和中小微企

业提供全面专业的金融服务，为广
大市民提供专业便捷的财富管理服
务，为舟山地方经济跨越腾飞贡献
力量。

舟山背靠“长三角”，面向太平
洋，是长江三角洲的“桥头堡”。舟山
分行的开业，也进一步深化宁波银
行“以长三角为中心、珠三角和环渤
海为两翼”的机构建设战略布局，有
利于宁波银行在浙江区域的精耕细
作，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舟山分行是宁波银行在全国范
围内开设的第十六家分行。作为宁
波银行最年轻的分行，舟山分行已
经启动 2021 春季校园招聘活动，面
向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分行培训

生、营销类定向生和财富经理（综合
柜员）三类岗位，有意向的人员可以
登 录 宁 波 银 行 招 聘 官 网（https://
zhaopin.nbcb.com.cn）或“宁波银行
招 聘 ”官 方 微 信 公 众 号（微 信 号 ：
nbcbcareer）投递简历。

宁波银行自成立以来，得益于
广大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各项业务
取得长足发展，资产质量持续保持
同业领先，被中国《银行家》杂志、新
浪财经评为“最佳城商行”。业绩报
告显示，截至 2020 年三季度末，公
司资产总额 1.5 万亿元，各项存款超
过 9000 亿元，各项贷款超过 6500 亿
元，公司不良贷款率仅 0.79%，拨备
覆盖率 516.35%，为中国银行业资
产质量好、盈利能力强、资本充足率
高、不良贷款率低的银行之一。

宁波银行舟山分行开业

多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结合
宁波经济特点，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 技 术 ， 突 出 加 大 对 小 微 企 业 、

“三农”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金
融支持，先后为小微企业量身打造
了“网贷通”、流动资金贷款网络
化、票据网络化等多项网络融资产
品，既简化了业务办理手续，便利
了小微企业融资，又有效降低了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

早在 2009 年，工行宁波市分
行就设立了小企业金融业务部，后
更名为普惠金融事业部，为小微企

业客户提供一站式、一揽子的金融
服务。在支持小微企业的过程中，
该行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在信贷产
品上，推出既有流动资金贷款，又
有基于交易链的国内保理、订单融
资、商品融资、应付款融资等贸易
融资新产品；既有立足网点面对面
办理的融资产品，又有可通过网络
自助办理适合小微企业需求的融资
产品；既有立足网点面对面办理的
融资产品、又有可通过网络自助办
理适合小微企业需求的融资产品。
如该行推出的“网贷通”产品，准

入门槛低，操作方便快捷，小微企
业客户只需一次性签订循环贷款借
款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
就可通过网上银行自助进行合同项
下的自助提款、还款，不受时间和
空间限制，资金实时到账。同时，

“网贷通”的提款和还款时间由企
业自己做主，且计息时间按资金的
实际使用天数计算，未使用则不计
息。该行推出的供应链融资业务，
依托核心企业为其上下游配套小微
客户提供融资支持，解决小微企业
资信水平低和融资担保难的问题，

增强产业链稳定性，帮助核心企业
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该行
推出的小微企业周转贷款、经营型
物业贷款、标准厂房按揭贷款、账
户卡循环贷款等业务，建立了相对
完整的小微企业融资产品体系。

为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难的问题，工行宁波市分行与宁波
市政府相关部门合作，推出“银政
通”业务，以借款人缴纳的互助保
证金和政府设立的风险补偿基金作
为增信手段，用于支持借款人日常
经营周转资金的需求。（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近年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利用
掌上银行不断推出各类抽奖、积分
兑换、特价秒杀等活动，为掌银客
户送上多重福利，同时聚焦智慧场
景建设，努力将掌上银行打造成智
慧便捷、百姓满意的线上“新网
点”。截至 2 月 23 日，掌银客户数
超 321 万户。

据了解，该行通过“无门槛抽

奖”“交易后抽奖”“领取小豆免费
兑换礼品”“爆款限时抢”等优惠
活动，将话费、停车券、观影券、
超值礼包等福利实实在在地回馈给
客户，并联合甬城泊车、甬农鲜等
多家宁波本地生活平台推出“一分
钱停车”“年货优惠购”等优惠活
动。在掌银“扶贫商城”内常态化
开展“一元购”“秒杀特卖”等活

动，让客户在享受优惠的同时为消
费扶贫贡献一分力量。据悉，最新
上线的“新年就要拔草啊”活动，
掌银客户可在微信中邀请好友助力
领取“新年大礼包”，助力成功后
参加助力的好友也能额外获得惊喜
礼包。

该行还不断提升掌银服务民生
功能，围绕市民衣、食、住、行、

娱、学、医等方面，积极打造线上
多场景服务体系，累计拓展校园、
食堂、党费、社区、商圈、政务类
缴费场景 200 余个，基本实现对水
电、煤气、社保、出行、学费充值
等常用缴费项目全覆盖。上线非现
场缴纳交通罚没款、电子社保卡申
领、医保电子凭证激活、社保掌银
渠道扫码缴款、校园卡充值等一系
列便民业务，同时助力消费商圈建
设，累计发放消费券超 100 万元，
为市民打造幸福消费体验，打响

“你需要，我都在”互联网金融服
务品牌。

（舒馨莹 黄思茹）

农行宁波市分行掌银便民福利多

为了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金
钱观和消费观，近日，兴业银行宁
波亲亲家园社区支行与洪塘街道逸
嘉社区联合开展了“我是小小理财
家”财商主题亲子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寓教于
乐的方式讲解了货币的起源、银行
的功能、利息的算法，还通过关于
压岁钱的小调查，引导孩子们正确
使用压岁钱，提倡适度节俭、合理
消费、定期储蓄。接着，工作人员
在营业网点给孩子们解锁了 ATM
机存取钞使用攻略，其中“无卡取
款”的新功能，让孩子们感叹科技
进步带给生活的便利。最后一个环
节“我划你猜”互动小游戏，通过

肢体动作演绎“人民币”“ATM”
等银行专用词汇，整个过程充满欢
声笑语，参与度极高。

活动相关人士表示，春节期间
推出财商主题亲子活动，不仅让亲
子关系更紧密，还丰富了孩子们的
社会活动，并满足家长们指导孩子
如何使用压岁钱的诉求，一方面向
家长传递了必要的金融知识、理财
知识和财富管理观念，另一方面培
养孩子建立有计划的储蓄、有选择
的消费等健康的财商意识，帮助孩
子打开财商大门。家长纷纷表示，
参与本次财商主题活动获益匪浅，
希望此类活动持续开展下去。

（王 颖）

兴业银行举办
财商主题亲子活动

悬挂灯笼、张贴福字、修剪绿
植，邮储银行宁波分行节前为网点

“梳妆打扮”，让留甬过年市民享受
优质、周到、便捷的金融服务。为
切实考虑客户需求，春节期间该行
288 家网点正常营业，确保金融服
务不断档。同时，积极向市民普及金
融知识，提高金融知识水平。

该行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结
合往年春节期间的业务情况，考虑
到今年鼓励提倡留甬过年，提前做
好春节期间各项工作安排。通过灵
活轮休排班、弹性开设窗口、提高
大堂经理在岗率等方式，确保节日

期间客户金融业务能够顺利办理，
保障客户服务质量。同时，结合网
点实际，合理安排资金调配，充分
满足客户现金存取、货币兑换等金
融服务需求，做到“休假不休业，
服务‘不打烊’”。

春节假期，邮储银行宁波分行
网点员工走进社区，宣讲金融知
识。通过向市民分析电信诈骗、非
法集资以及犯罪分子的惯用诈骗伎
俩，结合实际案例，让广大市民了
解如何维护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财
产安全。

（王 颖）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
着力做好节假日金融服务

兴业银行工作人员在社区开展反假币知识宣传。 （丁泊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