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宁波银保监局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

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 157 号 1-11、165 号 2-10、165 号 3-10，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支行

机构编码：B0015S23302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639144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1月27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南路157号

1-11、165号2-10、165号3-10

邮政编码：315020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5月13日

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关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核准，同意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683302008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世纪大道北段333号015幢（华东城2号楼）

（14-21）-（14-32）、（15-21）-（15-27）、（15-29）-（15-33）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3年8月7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4月16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22

机构负责人：林峰

联系电话：28801999
客服服务电话：95552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同意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鄞州支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8330204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世纪大道北段

333号015幢（15-28）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25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5月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330

机构负责人：高能伟
联系电话：27990051
客服服务电话：95552
邮政编码：315100
业务范围：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

任保险；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短
期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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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昨日是第
45 个国际博物馆日，保国寺古建
筑博物馆举办了“聆听保国寺北宋
大殿的历史回响”体验活动，面向
社会公众及学生团体举行了 3 场活
动，百余市民参加了活动。

参与者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陪
同和指导下，利用升降机登高至保
国寺北宋大殿阑额上方位置，以超
近距离欣赏大殿的“斗八镂空藻
井”，甚至可以看到藻井上隐约可
见的彩画痕迹。“太震撼了，从这
么精巧的藻井上体会到了我国传统
文化之美。”“从近在眼前的构件上
切实感受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和匠心。”“希望今后还能参与这样
的活动！”这场活动带来了一次非
常特别的参观体验，大家纷纷感叹
古建筑之美。

今年是保国寺被公布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0 周年，
除了“聆听保国寺北宋大殿的历史
回响”，该馆的国际博物馆日系列
活动还包括“童心向党”博物馆研
学课程进校园。昨日下午，保国寺
古建筑博物馆研学教育基地团队走
进洪塘中心小学，开展“童心向
党”研学课程进校园活动。在博物
馆辅导员的指导下，同学们向党旗
敬礼、听取红船故事、搭建红船模
型，美术兴趣小组的同学们还现场
绘制了一幅 5 米长画。

此外，保国寺还将举办讲座

《穿越丹青赏古建》、临展 《回眸
千 年—— 从 保 国 寺 看 10-12 世 纪
中国建筑技艺》、竞赛活动“思创
营造——2021 高校古建论道之寻

古画析古建”等。日前，《营建菁
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中的古建筑图展》 已巡展至
江北姚江社区，展览聚焦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
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以图说
形式介绍首批“国宝”中的古建
筑。

昨天是第45个国际博物馆日

百余市民近距离感受保国寺古建筑之美

市民近距离欣赏古建筑之美。 （周霖 林鑫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前天，在第
45 个国际博物馆日前夕，由中国文
物交流中心指导、文物交流智库编
制的《2020 年度全国博物馆（展览）
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正式发布。在
专题类博物馆榜单中，宁波帮博物
馆进入前十。

文物交流智库以 2020 年全国
博物馆样本数据和海外舆情数据为
基础，总结回顾 2020 年全国博物馆
在展览策划、管理运营、宣传推广方
面的工作成果和业绩表现，统计分
析中国博物馆（展览）的海外影响力

建设情况，梳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策略建议，形成《2020 年度全国博
物馆（展览）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中，“海外综合影响
力”和“综合类博物馆综合影响力”
两份榜单，故宫博物院位居榜首，上
海博物馆名列第二，河南博物院名
列第三；“纪念类博物馆综合影响
力”榜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居于榜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位列榜单第二、第三。

“专题类博物馆综合影响力”榜
单，中国丝绸博物馆继续保持领先
优势，杭州西湖博物馆和中国茶叶
博物馆紧随其后。宁波帮博物馆列
榜单第九。

宁波帮博物馆自 2006 年筹建
以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的
大力支持，海内外“宁波帮”家族或
社团踊跃捐赠。建设宁波市荣誉市
民馆期间，更是得到了许多海外的
宁波市荣誉市民的相关捐赠。

宁波帮博物馆通过藏品资源的
自身研究和社会资源的开放研究，

以馆刊和“宁波帮”人文系列丛书为
载体，推动宁波帮研究的广度与深
度，不仅带动了博物馆藏品征集等
多项工作，亦增强了自身海外传播
影响。例如《泱泱踪迹——境外宁波
同乡社团资料辑录》出版项目，探索
出宁波帮博物馆独具特色的与海外
对话互动的模式 .

宁波帮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系统
展示了“宁波帮”艰苦奋斗、玉汝于
成的发展历史，由“宁波帮”历史综
合展区和成就专题展区两部分组
成，采用多种展示形式，穿插互动手
段，让观众穿越时空，身临其境，领
略宁波地域文化的同时，更能了解

“宁波帮”精神内涵。“宁波市荣誉市
民荣誉馆”开馆、修缮后的包玉刚故
居重新开放、见证与坚守——勒马
尚与宁波的三十年情缘特别展等，
助推着宁波帮博物馆的海外影响力
不断提升。

全国博物馆海外影响力评估报告出台

宁波帮博物馆名列专题类前十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胡颖 吴哲萍）一枚市价 20 万元的
浙东银行本票伍拾元昨日亮相宁波
财经学院浙东红色金融货币展，同
时展出的还有浙东行政公署金库兑
换券、地方政府币、民间商会币、金
属镴币、浙东抗日根据地粮票和饭
票等稀有的浙东地区红色货币。

“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浙东抗
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有过辉煌的一
页。它在短暂的流通过程中，为加强
浙东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发挥了重
要作用。”曾海航是宁波财经学院创
业管理专业的大二学生，也是这次
浙东红色金融货币展的策展人。他
是泉遇文创团队的创始人，在钱币
收藏圈小有名气。他说：“抗币收藏
很小众，我收藏抗币的时间不长，策
划这个展是想让这些红色货币‘发
声’赓续红色传统，让更多的人了解
浙东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本次展览

展出 10 余种品类 72 件红色货币，展
品主要来自王天杨、蔡钊斌、王建
明、罗达、曾海航等收藏爱好者的个
人收藏。

曾海航说：“这次展览有幸得到
了学校、宁波市钱币学会、宁波钱币
博物馆、浙江省收藏协会泉友会的
支持。”宁波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
天杨为本次展览提供了部分珍贵的
革命文物。在当天的展览上，浙江省
收藏协会泉友会会长陈宝祥将“戴
葆庭纪念大铜章”赠给泉遇文创团
队。新昌金融票证馆馆长石勇向团
队赠送了两张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的珍贵的票证，其一是 1950 年的折
实存单，其二为西藏地区专用的袁
头银圆专用的支票。“我们感受到了
年轻泉友的热情，也希望宁波财经
学院在未来加强对金融票证的研
究，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加入研究钱
币文化的队伍。”石勇说。

宁波财经学院
浙东红色金融货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林旻 通讯员汤
丽莲 赵锡）“欲行万里路，欲登千
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这是宁
波北仑籍中国近代植物学家钟观光
先生曾经许下的誓言。近日，坐落于
北仑区柴桥街道大溟村姚江岸的钟

观光纪念馆正式落成开馆，《芦江畔
赤子 植物学先驱——钟观光生平
展》同时开展。

钟观光，字宪鬯，北仑柴桥人，
植物学家，革命家，教育家，中国国
近代植物学开拓者。他一生热爱植

物学，开辟了中国人采集制作植物
标本的先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植
物标本室——北京大学植物标本
室，和第一个近代植物园——笕桥
植物园，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发挥了
奠基性的作用。他的名字被作为植

物的学名多达 17 种，永记史册，如
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和钟木
属(Tsoongia)。

1905年，为让家乡的孩子接受教
育，他与曹赞宸等共同创办了“两级芦
渎公学”，即如今柴桥小学的前身。经
过9年细心修缮，纪念馆旧貌换新颜，
欣喜地迎来了钟氏后人回家。

当天，钟观光纪念馆还被授予宁
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柴桥分馆和第三批
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称号。

钟观光纪念馆开馆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范
晓磊）中国排球协会日前向宁波市
北仑区人民政府发来感谢信，就此前
中国女排在宁波北仑封闭集训、备战
东京奥运会期间宁波北仑方面所做
的保障工作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感谢信中说，国家女排一行 24
人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2 日赴
日本东京参加了东京奥运会排球项
目测试赛。比赛结束后，从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入境回国，并顺利转入宁
波北仑体艺中心女排训练基地隔离
集训，进行东京奥运会的最后冲刺
备战。

在国家女排疫情防控、安全保
障、转运协调、食宿服务等各个方
面，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特别是
北仑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克
服重重困难，认真负责全方位保障

国家女排的备战工作，中国排球协
会在此对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致
以最为诚挚的感谢。

据了解，自 4 月 14 日起，中国女
排集结北仑，开展第三期备战奥运
封闭训练，这也是中国女排奥运会
前最后一个冲刺阶段的集训。为此，
北仑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切实保证
中国女排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收获
最好的集训成效。训练场地设施设
备配置到位，各类训练器材准备有
序；体育宾馆装修改造一新，设施、
布局、功能、接待能力得到改造提
升，以更加符合集训住宿要求；人员
服务保障上，分别配置专人负责训
练和住宿餐饮等事宜，切实保证服
务到位。如今，中国女排继续返回北
仑集训，部分队员将参加 5 月 25 日
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排球联赛。

中国排协向宁波北仑发来感谢信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吕晓曙）昨
天，作为庆祝“中国旅游日”2021 年
浙江省主会场暨第十九届徐霞客开
游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天籁浙江·
诗路宁海”长三角名家朗诵会在宁
海县柔石公园广场举行。

当晚，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一市”的朗诵名家以“霞客”

“唐诗”和庆祝建党一百周年为主题
元素，通过朗诵、舞蹈、器乐、情景歌
舞等综合舞台表现形式，全方位展
示霞客古道、唐诗之路的丰富内涵
和独特魅力，回顾讴歌党的百年历
程，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朗诵艺术
盛宴。

朗诵会在少儿唐诗朗诵“江山
如此多娇”中拉开帷幕，上篇“江山
如画”以《宁海赋》开篇，通过《朗读
宁海》等诗篇展现了鲜明的宁海特

色，歌颂了宁海发展崛起的历程，让
观众感受到宁海丰厚的文化底蕴。
下篇“百年风华”分赤子初心、日出
东方、吾辈风流、梦想启航等章节。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陈
少泽、宋迎秋等声情并茂地朗诵了

《沁园春·雪》《我的镰刀 我的铁
锤》《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祖国
是什么》等诗章，朗诵名家们通过富
有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舞台演
出，将历史与当代，思想性与艺术性
融为一体，以朗诵作品串联起党的
百年发展历程。

宁海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宁海
将围绕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带建设，
深入挖掘宁海历史文化内涵，重现
山水之路、文化之路，打造“诗路+
旅游”系列产品、业态和线路，努力
将宁海培育成为浙东唐诗之路重要
节点城市和唐诗文化旅游目的地。

长三角名家朗诵会在宁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