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曙区气象路地段 HS06-01-08c 地块已列入年

度土地出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

前对上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水、排水、燃

气、人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

下无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

心进行登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

相关设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

位自行承担。

联系人：舒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458074 13081915410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新典路 14 号

宁波市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6月18日

海曙区气象路地段HS06-01-08c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21年6月17日

铜业
筛网
钢筋连接套筒
小何厨具
塑胶批发
沟横、管件、消防阀门
电动葫芦单梁起重机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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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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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8278765
13777039526
15306675977
13906688017
15906513322
13685842458
13967801815

物资名称 规格型号 品 牌 价格 联系电话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喷涂设备
印刷器材
水泵风机
电动工具批发、维修
工业皮带
华美橡塑保温材料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丰源、大福
卡胜、威克士
贝递、海途凯
华美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13732100114
13777090960
13736161167
13738490852
13858336168
1385788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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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在宁波银行 APP 上观看“投资
大讲堂”直播，有机会获得精美礼
品；基金申购费率 5 折优惠，秒杀
0.1 折基金申购费率折扣券；专属理
财产品和精选基金产品回馈新老客
户；推荐基金或理财产品新客户，奖
励波豆⋯⋯在“6∙18”到来之际，宁
波银行诚邀客户参与 APP“财富节”
活动，回馈丰富奖品。

直播10小时
宁波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秉承为

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以个人资产配
置和客户综合服务为核心，帮助投资
者建立正确投资观，了解财富管理市
场的演变和趋势，识别投资陷阱。

6月18日9:30～19:30，宁波银行

APP将全天候直播“投资大讲堂”，届
时财富管理专业人士、基金经理与观
众交流市场最新风向。普通投资者需
要了解的金融基础知识，比如：理财
产品、房产、股票三类投资各有什么
优劣和痛点？为什么说货币贬值是居
民财富的隐形杀手？什么样的投资才
算是合理的资产配置？等等。这些金
融知识将在直播期间一一提及。

在本次直播期间，宁波银行直播
节目组将随机送出吸尘器、咖啡机、
多功能锅、筋膜枪、百万波豆等好礼。

专属财富包回馈客户
为回馈广大投资者，宁波银行在

“6∙18财富节”期间特别发放两款专
属理财产品，额度有限，先到先得。

同时，宁波银行精选了 8 只封
闭式基金供客户挑选，客户 6 月份
申购可享受申购费率 5 折的优惠。6
月 18 日～6 月 20 日期间，更是放出
五星基金“0.1 折”申购费率折扣券
秒杀，每天一轮。

客户参与互动有好礼
今年 6 月份，宁波银行客户每

推荐一名基金新客户或者理财新客
户，均可获得 1000 波豆奖励，奖励
不设上限；推荐的基金新客户也能
获得 3000 波豆新客奖励。

“6∙18 财富节”期间，客户在宁
波 银 行 APP 上 参 与“ 合 成 蛋 黄 超
人”互动，6 月 21 日积分排名前 500
名者能获得与互动分数等量的波豆

奖励，排名前 10 名者获得的波豆翻
10 倍，这些奖励波豆可在宁波银行
APP-商城-波豆商城兑换礼品。

自 2018 年起，宁波银行将推动
财富管理业务发展作为个人业务转
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宁波银行
财富管理秉承专业化经营理念，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满足客户
多样化的财富管理需求，努力打造
业内具有竞争力的财富管理品牌。
目前，宁波银行已具备存款、理财、
基金、保险、贵金属、信托、债券等完
善的财富产品体系，有实力为客户
提供综合性的财富管理服务。2021
年，宁波银行升级财富客户增值服
务体系，推出新客礼、晋级礼、配置
礼、回馈礼、转介礼、回归礼等六大
福利，陪伴客户财富增值成长。

宁波银行邀您玩转“6∙18财富节”
今年以来，工行宁波市分行

借助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
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仅
通过应收账款质押就为宁波企业
融资超过 50 亿元，让企业资产
动起来。

国务院决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
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承担基于互联网的
具体服务性登记工作。根据 《国
务院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
一登记的决定》 的规定，有七大
类动产和权利担保被纳入统一登
记范围，包括生产设备、原材
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应收账
款质押，存款单、仓单、提单质
押，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
留以及除机动车抵押、船舶抵

押、航空器抵押、债券质押、基
金份额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
权中的财产权质押之外的其他可
以登记的动产和权利担保。

目前，登记动产和权利担保
只需两步，第一步在“动产融资
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注册用户
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用户
审核；第二步将生产设备、产
品、应收账款动产或权利等在网
上登记，登记系统实行 24 小时
不间断运行，随时随地、足不出
户就可以办理完成。

下一步，工行宁波市分行将
持续做好平台应用，扩大动产融
资业务品种，支持宁波企业融资
需求，努力为企业补足资金缺
口，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沈颖俊 姜健）

工行宁波市分行
借助动产融资让企业资产动起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农行
宁波市分行牢记“金融为民”初
心，坚持深学、细悟、力行相结
合，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为民服务
的具体行动之中。近日，围绕“我
为 企 业 解 难 题 ”“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我为基层减负担”等系列活
动，制定为群众办实事清单，明确
51 件具体事项，促使服务提质增
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据 悉 ， 该 行 主 动 对 接 “246”
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不断完善
制造业重点客户和重点项目名单
库，用足用好差异化信贷政策，推
动制造业的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同
时抓大不放小，持续提升制造业小
微企业信贷占比。截至 5 月末,制造
业贷款余额 654 亿元，较年初增加
68 亿元。同时将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到业务发展全过程，构建多元化
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绿色信贷
增量扩面。截至 5 月末,今年人行口

径绿色信贷余额 249.46 亿元，较年
初新增 38.45 亿元。

该行深入推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见实效，实施“服务升温
工程”，从服务效率、服务意识等
多 维 度 ， 收 集 客 户 意 见 2500 份 ，

根据调查结果，深研客户服务的痛
点，制定服务提质提效清单，逐一
销号落实，切实提升服务质效。为
老年客户推出大字版、语音助手功
能等，解决老年客户运用智能技术
的困难，为有需求的老年客户等特
殊群体提供预约上门服务，优化客
户业务办理体验。在全行 170 个网
点配备金融助老讲师，组织开设

“甬助老”课堂 130 多次，累计服
务老年客户 2000 余人。开展“爱
心早餐奶，帮扶千里行”公益捐助
活动，引导全行员工为贵州册亨县
红旗小学的 600 名留守儿童累计捐
1862 箱牛奶。

该行还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
“二十条措施”，在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及提高办事效率等方面，
加大整治力度，推进机关服务效能
提升；持续推进信贷领域“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提升信贷业务办
理质效。 （舒馨莹）

农行宁波市分行“清单式”服务出实效

6 月 10 日，宁波人保财险宁波
象山支公司与象山县内 3 家养殖户
签订小黄鱼网箱养殖创新成果转化
保险协议书，标志着浙江省首单小
黄鱼网箱养殖创新成果转化保险在
象山正式落地。

近年来，鉴于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农渔业养殖生产成本提高等因
素，农户对风险保障需求日益提

升。为减少农户养殖风险、提振农
户信心，象山县相关部门积极探
索，全力推进农业、渔业的科技创
新推广及成果转化，联合人保财险
创新推出农业科技创新保险项目。
该保险项目通过政府保费补贴的形
式，实现保险兜底保障，从而推动
农渔业科技创新产品的产业化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户投入的

损失，提高农户发展新品种的底气
和信心。

此次签约的小黄鱼网箱养殖创
新成果转化保险项目，是象山县农
业科技创新保险系列项目中的首个
保险子产品。据了解，该创新成果
转化保险主要保障小黄鱼养殖创新
成果转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病害风
险、转化过程中的污染毒害风险、

技术及管理风险，以及因台风、霜
冻等自然灾害造成小黄鱼全部死
亡，致使创新成果转化失败等风
险。农户在小黄鱼养殖创新成果转
化活动中，因保险事故导致创新成
果转化失败，保险公司对农户在小
黄鱼成果转化过程中直接消耗的苗
种费、药品费、饵料费以及投入的人
工费、网箱折旧费等成本费用，按照
保险合同约定的成活率指标进行赔
付；同时因台风或霜冻等自然灾害
造成小黄鱼全部死亡而导致创新成
果转化失败的，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的赔偿比例进行赔付。该项目目前
由三家养殖户进行试点承保，总体
保障金额 100 万元。 （王颖）

宁波人保财险签订
首单养殖创新成果转化保险项目

6 月 8 日，中东欧国家特色
商品常年馆开馆暨中东欧商品采
购联盟成立仪式在宁波举行。宁
波通商银行行长王勉、中东欧商
品采购联盟会长陈友相出席仪
式，代表双方现场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宁波通商银行为中东欧商
品采购联盟成员量身定制通商

“采云贷”产品。
宁波通商银行着力加强与中

东欧商品采购联盟等平台合作，
发挥原国际银行的传统优势，支
持中国－中东欧经贸合作示范区
建设，服务中东欧商贸上下游、
为其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共同
助力我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
往来与经济发展。

本次推出的“采云贷”产品
就是其中一项成果。该产品是宁
波通商银行针对中东欧采购联盟
成员向中东欧地区进口消费品采
购需求，面向中东欧商品采购联
盟成员，为“雅滋云”供应链综合
服务平台项目下单客户提供多样
化授信支持的一种创新服务。“采
云贷”产品具有额度高、放款快、
手续简、费用低等特点，且单户最
高授信额度可达 1000 万元。

后续宁波通商银行将持续做
好贯彻国家政策和自身高质量发
展的“两篇文章”，答好“四张试
卷”，着力推进“一区两链”和科创
金融发展，不断培育高质量发展
的竞争力和原动力。 （王颖）

通商银行与中宁化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在全国第
十四个“6·14信用记录关爱日”来临
之际，积极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践
行征信为民”专题宣传活动。

“诚以立身，信以立德”，邮储
银行宁波分行金融志愿服务队走
进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北仑张人
亚红色小镇、宁海岔路镇梅花村等
地，向当地商户、村民宣传征信知
识，提高村民征信意识和维权意识。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持续贯彻

落实便民、惠民服务宗旨，优化
信用报告查询服务。据悉，该行
海曙支行营业部等 9 个网点为个
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代理网点，
广大市民可前往代理网点通过自
助查询机自行查询个人信用报
告。同时，社会公众也可通过使
用邮储银行手机银行、个人网银
免费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方便群
众关注自身征信变化情况，提升
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王颖）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
开展征信宣传活动

农行江北分行客户经理进村帮助村民办理“惠农e贷”。（曹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