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同意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根据《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办法》（委员会令〔2021〕 3号）的有关规定，

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3302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495号宁波和丰创意广场

谷庭楼10楼、11楼
经营区域：宁波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北仑区、镇海区、

奉化区、余姚市、慈溪市、宁海县、象山县
成立日期：2007年7月17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8月16日
许可证流水号：00104022

机构负责人：李广禹
联系电话：0574-27879090
邮政编码：31504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两全寿险、

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个
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寿险、
团体终身保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以及总公司等上级机构在保险监管机构
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徐斌等 25 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波

交警”微信公众号-公民服务中心-公示公告，网址:

http://jj.gaj.ningbo.gov.cn:9080/wechat/guide/CarJob -

Guid.html）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 15 日未接受处

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0 条第

2 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

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自

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并可以依法行使陈述、申辩

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8月24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徐斌等25名扣留驾驶证后
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关于对吴家塘路（咏归路-常青路）
交 通 管 制 的 公 告

2021年第62号

为优化马园社区周边交通组织，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

定，决定自 2021 年 8 月 29 日起，全天禁止一切机动

车在吴家塘路 （咏归路-常青路） 由南往东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

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

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8月23日

房屋概况：位于药行街临街一层商铺 2 套 （面积

123 平方米、168 平方米，层高 6.6 米），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配套完善。

拟招业态：金融、商贸、教育、文化娱乐等。

租金要求：面洽，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的

单位 （个人），租金参照市场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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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徐卓蔚

“通过此次研学，我不仅懂得了
保险从何而来、去向何方，还了解了
宁波保险行业的发展方向。”南京审
计大学学生陈博说。

8 月 20 日，首期全国大学生保
险暑期实习实践活动在宁波保险科
技产业园落下帷幕，来自全国 10 所
高校的 26 名学生在我市完成了为
期两个月的实习实践，在宁波这片
保险创新的沃土上耕耘收获。

行在宁波，学在宁波，两个月的
时间让这群大学生大开眼界，了解
宁波保险“故事”，学习保险业务，为
求职就业积累实践经验。“研学+保
险”，这项创新举措为我市引进保险
人才开辟了新渠道。

“政校企”合作，保险
研学干货多

今年暑期，宁波国家保险创新
综合试验区携手武汉大学宁波国家
保险发展研究院和市内 9 家保险机
构，开展了首期全国大学生保险暑
期实习实践活动。来自全国 10 所高

校的 26 名学生汇聚宁波，进行专题
培训、课题研究，深入宁波各保险机
构、银行、政府部门，亲历宁波保险创
新过程，感受宁波保险的发展活力。

从中国保险博物馆到文创港，
从宁波城市展览馆到浙江创新中
心，学生们的足迹遍布甬城多地。在
中国保险博物馆，学生们学习参观

“保险的起源”“保险的进化”“保险
发展里程碑”等主题展示，了解现代
科技对保险行业的深刻影响。

保险公司成为大学生们学以致
用的练兵场，中国人寿、中国人
保、太平洋保险、泰康养老等市内
多家保险公司为他们提供实习实践
平台，向他们讲解保险知识、传授
业务流程。“研学活动‘干货’满
满，我参与到公司的诸多项目中，
在锻炼过后真正了解了宁波与保险
创新是如何融合与发展的。”来自
武汉大学的杨勇说。

此次研学活动通过“政校企”
联合培养机制，为全国各大高校与
宁波市保险机构“牵线搭桥”，促
进了保险专业人才与用人单位之间
的深入了解和良性互动。

“保险+研学”，探索人
才引进新模式

长期以来，金融保险机构通

常存在引人难、育人难、留人难
等问题，如何破解“人才荒”是
保险机构共同面临的问题。走在
保险创新前沿的宁波率先寻找突
破口，2018 年，武汉大学宁波国
家保险发展研究院在甬揭牌，为
宁波保险业人才建设开辟了新的
路径，决策咨询、课题研究、人
才培养、对外交流⋯⋯政校合作
越来越紧密深入，一系列探索创
新举措为宁波保险业发展增添了
新动力。

与武汉大学合作成立宁波国
家保险发展研究院，与浙大宁波
理 工 学 院 联 合 组 建 “ 保 险 创 新
班”，携手保险机构举办访学交流
活动⋯⋯我市在搭建保险人才培
育平台上一直未停下脚步，进一
步完善智库建设，增强城市自身
的人才“供血机制”，为保险人才
培育提供了强大源动力，也让学
生提前从课本转向业务、从课堂
走向部门机构，打开认识宁波保
险创新的大门。

“这样的研学活动是学生深入
理解保险业、改变对保险业固有看
法的重要途径，也促进了学生把宁
波保险‘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让宁波这片保险热土迎来更多人
才。”平安财险宁波分公司副总经
理章莉萍说。

聚才引才，建设保险
创新人才队伍

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保险工
作处处长朱焕忠认为，引进高质量
保险人才一直是宁波保险业发展的
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亟须解决的问
题。宁波采取了多项举措来充实保
险人才队伍，像今年这样的访学活
动是个良好的开端，参与高校众多，
学生收获颇多，下一步将扩大活动
规模，建立常态化的“政校企”联合
培养机制，营造“引才、聚才、用才”
的良好氛围，打造国家保险创新综
合试验区实习实践基地，推进建设
保险创新人才高地。

此外，宁波保险业进一步加强
“走出去”，到全国各大高校招聘优
秀人才加入宁波保险创新的队伍，
从长远来看，这些人才将是宁波保
险创新的主力军。

各大保险公司也求贤若渴，积极
参与“政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
实践资源。太平洋产险宁波分公司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汪蕾表示，当前保险
行业对人才的渴求非常强烈，宁波作
为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是人才
成长的沃土，从学生在校期间就播下
保险的种子，充分发挥了树人作用，同
时也拉近了人才和保险机构的距离。

保险研学，开辟金融人才引进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王
伊婧） 作为推动馆藏资源与大众有
机连接的纽带，文创早已成了博
物 馆 的 一 项 核 心 工 作 。 这 些 天 ，
天一阁博物院在微信公众号推出
了第一届“天一阁文创 C 位”争
夺战，其中“风雅天一”折扇堪
称颜值担当，扇面选用宁海籍画
家应野平的水墨画 《天一阁图》。
网友点赞“折扇就是完美实现以风
送雅的物件，精致实用，‘天一’
随身”。

应野平 （1910—1990） 幼承家
学 ， 喜 爱 绘 画 ， 16 岁 后 专 攻 山
水。初学王石谷、王鉴，后师石涛
及宋元诸家画风。曾任教于上海美
术专科学校，1983 年任上海大学
美术学院教授。他的山水画在继承
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画，融会贯
通，自具面目，笔墨苍润，气韵宏
广，层次丰富，格调清新，尤精水
墨画，独树一帜，兼工书法，以汉
隶见称，善诗词，隽丽清雅。他被
誉为“中国南方水墨山水画第一
人”，并开创了海上画坛一代新风。

《天一阁图》 长 321 厘米，高
84.6 厘米，完成于 1962 年。左上
角题写“壬寅春日，应野平写生，
十发题于海上步鲸楼”。十发即程
十发，“上海书画三杰”之一，上
海画院首任院长，和应野平同是上
海画院第一代画师，斋名曾用“步
鲸楼”。

记者在 《天一阁大事记》 中找
到相关记载：1962 年春，著名画
家应野平、程十发访问天一阁后，
作 《天一阁图》，由应野平写生，
程十发题字，赠与天一阁珍藏。在
天一阁的档案中，也有程十发、应
野平的签名。

据天一阁工作人员介绍，曾任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所长、宁波市古
物陈列所所长等职的邱嗣斌，与
上海书画界诸名家交往深厚，他
的名字常见于程十发、应野平的
书画，这段翰墨情缘也可能来自于
此。

《天一阁图》 也被收录于宁波
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出版的 《宁波

历代书画集》，该书画集选编范围
为籍贯 （含祖籍） 或出生地属于现
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的古代书画家
和出生于 1949 年前、已谢世的近
现代书画家的存世作品，比较全
面、系统地展示了宁波历史上书画
艺术的灿烂成就和历代宁波书画家
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天一阁推出首届“文创C位”争夺战

“风雅天一”折扇源自《天一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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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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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燕

如果把以石油为原料的产品称
为“石油基产品”，那么生物基的
应用正在被提上日程。浙江糖能科
技有限公司，这家由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参与创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就是从事绿色环保生物基呋喃
新材料的设计、开发、生产和应用
推广的高科技企业。

在全球生物基产品开发蓄势待
发的时代，糖能科技如火炬中的蓝
色烈焰，蓬勃而发——它是全球最
早实现将 5-羟甲基糠醛 （HMF）
规模化放大的公司，其产品受到瑞
士、法国、美国等国多家化工企业
青睐，目前，千吨级生产线已经建
成。

“2016 年底，中科院宁波材料
所张建博士找到我，说他研发了十
年的玉米淀粉转化的生物基产品
5-羟甲基糠醛技术已经成熟并可
实现量产，在实验印证量产可行性
后 ， 我 决 定 投 资 这 一 绿 色 新 材
料。”2017 年，金海涛毅然放弃从
事多年的房地产生意，从北京来到
宁波投资成立浙江糖能科技有限公
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金海涛选择全新的生物基行
业，不仅凭着商人嗅觉，还包含着
对可持续发展的前瞻眼光。2016
年，环保已成全球趋势，新能源的

开发和利用方兴未艾，时代风口之
下，金海涛认准了这一有意义的事
业。2018 年 6 月 5 日，联合国发布
当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塑战速
决”，有的国家还出台政策推动生
物塑料的发展，尤其在欧洲，严格
的立法环境使其成为目前全球生物
基材料的最大消费领域。

政策正当其时，张建博士研发
的 HMF 正是石油基最好的替代产
品之一。一边从实验室的 HMF 向
产业化进军，一边由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技术赋能，对 HMF 进行深度
研发，目前，糖能科技不仅研发了
HMF 的各类二代产品，从 2018 年
至今，还围绕 HMF 申请了 35 项国
家发明专利，现已获得 3 项授权证
书，科研人员据此发表 10 多篇科
技论文，为国内外的 HMF 研发和
下游产品的开发应用提供了理论依
据。

与此同时，糖能科技专注核心
技术研发，成功实现了 HMF 高选
择性合成，并将产量实现了公斤级
到 吨 级 的 放 大 ； 2019 年 至 2020
年，其核心产品 HMF 实现从千吨
级示范生产到连续化试生产；今
年，公司已与山东淄博政府部门签
约，标准化的千吨级生产线即将正
式投产，开启规模化生产之路；预
计明年可建成万吨级生产线，为规
模化市场提供保障。

糖能科技：

开拓绿色生物基新材料

本报讯（记者廖惠兰 通讯员
董瑞） 象山竹根雕、宁海民间手工
艺泥金彩漆、慈溪越窑青瓷⋯⋯昨
天，“展宁波文化·讲宁波故事”
宁波非遗与传统文化学术展开幕式
在扬帆美术馆举行。活动现场展出
的近 80 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
宁波非遗作品，吸引了市民的目
光。

“近距离参观这些非遗展品，
令人震撼，也勾起了我的儿时记
忆。被圈粉了，朋友圈也有很多人
表示要来现场打卡。”现场观展的
市民张女士说。

据悉，本次展出的非遗作品，
以非遗文化为主线，展出作品的作
者既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也有普通的文化工作
者。通过骨木镶嵌、泥金彩漆、越
窑青瓷、竹根雕、瓷器、雕塑等不
同的非遗表现形式，弘扬了宁波传
统文化。

非遗文化的薪火相传，离不开
那些代表性传承人。象山竹根雕代
表性传承人周秉益也来到了现场，
与其他非遗传承人一样，他把坚持
与执着注入到作品中。40 年的坚

守创新，他的竹根雕原创作品 《清
风和韵》《酒魂》 等被国家博物馆
永久珍藏。“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创
新，做到传承、创新与发展相统
一，让广大市民接触、了解非遗，
让非遗‘活’起来，是我作为一名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当做的。”
周秉益说。

惠贞书院的学生们来到现场，
感受非遗展品带来的独特魅力。参
加此次活动的小朋友被展区内的骨
木镶嵌、泥金彩漆、竹根雕等非遗作
品所吸引，不断向老师和作者提问
题，了解相关知识，现场气氛活跃。

“这次展览兼具可看性与体验
感，这些具有宁波辨识度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所有宁波人的‘精神
家园’。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同时恰逢宁波建城 1200 年。
通过以非遗文化为主线，非遗传承
人亲身讲述并与大众互动，让他们
了解非遗传承人及其背后的故事，
是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
次很好的探索。”活动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次展览免费对外开放，将持
续至 9 月 15 日。

宁波非遗与传统文化学术展开幕
近80件精美作品引人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