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银行专栏

时光荏苒，从在浪花与渔歌相
伴的东海边第一次栽种下“永赢租
赁”这颗幼苗伊始，到谋篇布子、全
国展业，六载倏然。5 月 27 日是永赢
租赁六周岁的生日，作为宁波银行
全资子公司和浙江省首家银行系金
融租赁公司，六年时间里，永赢租赁
紧紧把握市场机遇，找准赛道，谋新
求变，激流勇进，迅速蜕变为一家租
赁资产规模超 600 亿元的国内中型
金融租赁公司，从市场“新军”快速
成长为行业“先锋”。
抢占“新蓝海”市场 践行普惠金融

面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
链“强链”“补链”及增强自主可控能
力的新形势、新格局，永赢租赁积极
发挥融资融物独特优势，组建小微

租赁专职团队，创新推广“惠租赢”
“智租赢”和“厂租赢”特色产品，通
过银租联动模式满足中小企业设备
更新换代的需求，践行回归金融本
源、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

精准滴灌处，深植普惠“基因”。
在制造业加速数字化、网络化和智
能化的时代背景下，永赢租赁六年
取 得 了 近 8000 户 中 小 企 业 客 户 、
200 家合作厂商及代理商的信任和
支持，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影响力。
切入“数字化”赛道 强化科技赋能

针对小微租赁“短频快”类业务
需求，永赢租赁借助 ICR（智能字符
识别）、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
件）、数据仓库、人脸识别和智能风
控引擎等前沿技术，全面应用于电

子化签约、移动化办公、大数据预
警、批量化监测等领域，通过科技赋
能提升用户体验，推动金融科技与
业务发展深度融合。

公司自建各类系统 20 多套，目
前客户单笔电子签约时效仅 20 分
钟，单笔租赁物价值自动认定仅 25
分钟。如今的永赢租赁正在数字化
赛道上全“数”前进，全面加快向科
技型金融租赁公司转型。
争当“排头兵”角色 履行社会担当

在大事难事中淬炼初心，于考验
磨炼时践行使命。自疫情发生以来，
永赢租赁主动担当作为，全面落实助
企纾困政策，让疫情寒冬中的中小企
业感受到真普惠、普真惠的力度。成
立至今累计纳税近 13 亿元，先后获

得“宁波市纳税50强企业”“中国快速
成长金融租赁公司君鼎奖”“最具社
会责任金融机构”等荣誉。
发挥“领航者”作用 强化党建引领

永赢租赁坚持将党建与业务工
作同谋划、同部署，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7.1 党委书记讲党课”“党史知
识竞赛”和“革命圣地感悟初心”“重
温党史学习教育”等红色党建系列
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推动公司业
务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砥砺初心
再 征 新 程 。站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的新历史起点上，永赢租
赁将继续践行对客户、员工及社会
的责任，用实际行动为产业转型升
级注入金融力量，助力实体经济向
更高质量发展！

逐梦六载勇向前 凝心聚力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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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的到来，各大医院开
通线上预约挂号和支付结算服务，
给患者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这对
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朋友来
说，每一个操作步骤都“寸步难行”。
5 月 18 日下午，宁波通商银行“公益
课堂”第二期开课，本次课堂内容围
绕“智能就医”主题，特别邀请宁波
老年大学的卓老师指导现场的老年
学员利用手机预约挂号。

“我之前就只会用微信聊天，
原来里面还能关注公众号，只要关
注‘健康宁波’，然后注册好，就
可以预约挂号了！”今年 69 岁的何
阿姨一边记笔记，一边操作着手
机。何阿姨患有高血压，需定期复
查。她说，到医院看病排队挂号，
专家号常常早就被抢完了。看病过
程折腾，总麻烦孩子又不好。

课堂上，何阿姨记了满满几页
笔记，上面记录着：关注“健康宁
波”微信公众号之后，下方点击

“个人信息”栏目，选择“个人中
心”板块。进入界面后，即可操作

“预约挂号”“核酸检测”“取号就
诊”“影像云”等多种医疗服务。

“要是没有老师教，我都不知道这
些文字可以点进去，以后不用再排
长队了！”何阿姨感叹，十分感谢
这次宁波通商银行组织的“公益课
堂”带来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老年
朋友也要跟上智能手机网络时代，
不然就落伍了。

课程结束后，来自海曙区太极
协会的顾老师现场给大家讲授示范
养生气功八段锦招式。

通过参加本次宁波通商银行
“公益课堂”第二期，老年朋友们

感触颇深，体会到“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的真谛。

据悉，今年以来宁波通商银行
切实关注老年客户金融需求，加强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考虑到银发族
面临的“智能就医”难题，专门原创
制作智能就医微视频，目前已在大

厅、电梯 LED 显示屏中循环播放。
今后，宁波通商银行还将继续

依托“网点+讲师”优势，普及
“公益课堂”，带动全体工作人员帮
助老年朋友解决运用智能技术时出
现的问题，逐步跨越面临的“数字
鸿沟”。

宁波通商银行“公益课堂”让“银发族”就医更便捷

工行宁波市分行自 2013 年
至 2021 年 4 月，运用中国工商银
行自主研发的“融安 e 信”大数据
反欺诈系统，仅成功预警堵截的
电信诈骗汇款就有 7039 起，为客
户避免资金损失 1.83 亿元，有效
保护了客户的“钱袋子”。

工行“融安 e 信”大数据反欺
诈系统整合了来自工行内部、社
会公信体系、国内外金融同业、境
内外反欺诈服务组织等多方权威
信息。多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也
与公安部门合作，分批收集宁波
区域涉案电信欺诈的账户，并将
此纳入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系统进
行重点监测预警。“融安 e 信”与
银行相关业务需求对接，形成了
集信息采集、风险预警、监测分析
和主动控制为一体的全方位外部
欺诈风险管控平台。客户通过使
用“融安 e 信”，能准确识别诈骗
等账户风险信息，提前拦截风险
交易，为资金交易安全提供保护
屏障。目前，工行宁波市分行运用

“融安 e 信”对风险账户实现了全
渠道布控，对所有通过工行网点、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自助终端

等渠道进行的转账汇款交易即时
筛查，及时向客户提示风险，对电
信诈骗实时自动预警，从源头上
降低了诈骗得逞的概率。

现在，工行“融安 e 信”拥有
风险类、情报类、舆情类、关联类、
报告类、系数类、国际类等功能，
已被越来越多的客户和金融同业
使 用 。个 人 客 户 通 过 工 行 手 机
APP 即可免费使用公益版“融安 e
信”方便地查询风险信息，在转账
汇款前快速识别待转账的账号是
否存在欺诈风险。企业客户可使
用“融安 e 信”，在公司业务、人力
资源、集中采购、风险监控等业务
办理和管理中提供风险预警核查
服务。金融同业可通过使用“融安
e 信”实现风险目标识别、风险交
易预警、风险管控方案、风险分析
评估，在高业务风险领域，包括信
贷审批、票据业务、贸易融资、同
业业务、支付转账、开立账户等，
有效防范信贷诈骗、信用卡诈骗、
互联网诈骗，预警票据和同业业
务风险，还能进一步得到风险控
制方案评估支持，共享工行“融安
e 信”风控体系。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运用“融安e信”
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农行
宁波市分行围绕客户诉求，制定为
群众办实事清单，以“金融为民”
为出发点，通过提升全辖各网点服
务质效、拓宽金融服务渠道、维护
客户合法权益等举措，用心办好便
民实事，满足客户多元化服务需
求。

位于瞻岐镇的浙江长江印业发

展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兴的现代化
包装印刷企业。从 1997 年成立之
初的 50 万元资金起家，到现在已
拥有员工近 300 人，年产销额近 2
亿元。近日，企业被如何为 83 名
聋哑员工办理银行卡的事情给难住
了。

“企业做大了，更不能忘记回
馈社会。”企业法人代表周先生表

示，招聘这些聋哑员工，不仅解决
了企业部分操作岗位的用工需求，
还能帮助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可
谓一举两得。但因企业地处滨海工
业开发园区，距村镇较远，这些聋
哑员工不仅出入不便，到银行网点
办业务时，也会遇到语言沟通等问
题。

当周先生向农行中山支行的客

户经理施易欣讲明情况后，施易欣
二话不说，立马带上设备与同事一
起赶往企业。在企业手语翻译员的
全程参与下，顺利地完成了所有人
的开卡、激活等业务，同时还借助
生动的图文演示，耐心地为企业的
聋哑员工示范如何使用手机银行完
成线上业务办理，省去他们频繁去
网点办理、咨询业务的麻烦。“以
实际行动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客户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
服务就跟到哪里。”施易欣说。

（陈芋荣 董宁）

农行宁波市分行用心办好便民实事

近年来，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方式不断翻新，骗子常常借助科
技手段和时下社会热点话题进行
伪装后实施诈骗。兴业银行宁波分
行从公安部门获悉，近期冒充政府
领导诈骗企业主、投资理财类诈
骗案件连续多发，且涉案金额巨
大，因此今天“小兴”就来以案说
险识破骗子套路，帮助大家提高
防骗能力，守护资金安全。

冒充政府领导诈骗企业主

王先生是一家私营企业负责
人，微信收到署名为“XX 书记”
请求添加好友的申请，且申请人
的照片确实是该村村党支部书记
照片，于是便通过了添加好友的
申请。“XX 书记”寒暄几句后询
问了王先生近期企业运作情况、
企业运营存在的困难，并表示政
府目前在大力扶持小微企业，运

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联
系自己，村委会一定尽力解决等
等。之后几日，两人也偶尔有联
系。在骗取王先生信任后，“XX
书记”以亲戚急需用钱，自己是公
务员不方便直接向亲属转账为缘
由，请王先生帮忙转账，并发送事
先做好的虚假转账截图，谎称银
行到账延时。王先生按照要求转
了 5 万 元 ，但 第 二 天 没 有 等 到

“XX 书记”承诺的还款到账，再
去联系“XX 书记”时，发现自己
已被拉黑，才明白受骗上当，立刻
联系公安报警。

小兴支招：
对于主动添加自己为好友

的，务必多留心眼，仔细核实对方
身份。凡是涉及向他人转账的，更
应该多方核实对方身份，必要时
报警求助。 （黄曌婷）

“小兴”以案说险之
谨防冒充政府领导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