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换领新版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审核同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换领新版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113302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9楼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7月5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2年6月15日
许可证流水号：00104594

机构负责人：陈志军
联系电话：0574-87340540
客户服务电话：0574-87341066
业务范围：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短期出口

信用保险业务；国内信用保险业务；与出口信用保险相关
的信用担保业务和再保险业务；应收账款管理、商账追收
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及信息咨询业务；经批准并经总公司
授权的其他业务。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南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营业场所
变更为：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钱湖北路 439 弄 77 号、83 号、87 号、93 号、95 号钱湖天地商
业广场东北角一层、二层。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城南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机构编码：B0006S233020022
许可证流水号：01042258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8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中河街道钱湖北路

439弄77号、83号、87号、93号、95号
钱湖天地商业广场东北角一层、二层

邮政编码：315000
电 话：0574-87816920
发证日期：2022年6月2日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
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
管箱服务；总行等上级机构在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业务
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宁波监管局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南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电话：87800666
2022年6月16日

物资名称
水泵、风机

电动工具批发维修

密封件

抛光材料

防水材料

彩钢瓦

围栏护栏专业设计安装

喷涂设备

幕墙材料

交通设施

电动葫芦单双梁起重机

辐射管（电炉配件）

传动配件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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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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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丰源 大福

卡胜 威克士

大田

三鑫

神隆

红鹰钢结构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736161167

13738490852

18067577176

15968998143

13905746239

13957804633

13957829558

13732100114

15869323399

18069018672

13967801815

13906680771

13566022488

为确保 2022 年余姚杨梅节期间高速公路安全畅
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有关
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在 G92 杭甬高速公路部分收
费出口对货车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一、管制时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7 日的每日 7 时至 19 时
二、管制措施
管制时段内，杭甬高速公路宁波往杭州方向禁止

所有黄牌货车从陆埠、余姚收费站驶离；杭州往宁波
方向禁止所有黄牌货车从陆埠收费站驶离。

为确保道路畅通和通行安全，请广大驾乘人员自
觉遵守通告规定，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遵守交通标志
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安全有序通行。违反本通
告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特此通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6月17日

关于实施G92杭甬高速公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NINGBO DAILY6 文化/广告
2022年6月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路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乌莹君 王伊婧） 我国最早的儿童
文学丛书长什么样？最早的少儿畅
销书是哪一部？昨天，由天一阁博
物院和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主办的

“炫彩童年——中国百年童书展”
在天一阁云在楼开展，用 156 种优
秀儿童读物生动讲述我国儿童读物
创作的百年历程。

童书承载着一代代儿童的书香
记忆。在展览现场，《黑猫警长》

《小兵张嘎》 等作品，唤醒了大家
的集体记忆。“我就是看 《黑猫警
长》 长大的，那是我小时候最大的
快乐。”前来观展的“80 后”市民
陈先生兴奋地说。

据介绍，此次展览集趣味性、
学术性于一身，按时间发展脉络展
现了我国童书绚丽辉煌又艰难曲折
的发展进程。这些经典的童书作品
涵盖了图书、期刊、报纸、音像等
各种载体，囊括了童话、小说、诗
歌、散文等多种体裁，包含了战
争、科普、校园、科幻等多种题
材。

其中，展品 《童话》 是中国近
现代史上第一套大型儿童文学丛
书，从 1909 年起陆续出版，历时
15 年共出版 102 种图书。《童话》
大多取材于外国文学，包含希腊神
话、《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
等，还有一部分取材于我国的唐人
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

此次展览还向众多儿童文学大
家致敬。鲁迅、梁启超、叶圣陶、
冰心、丰子恺、刘半农、俞平伯等
对儿童文学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为儿童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
包括法国近代著名科幻小说家儒
勒·凡尔纳的 《月界旅行》，他还
创作了 《故乡》《社戏》 等作品。

展览还展出了不同时代的儿童
经典读物，如民国时期的 《大林和
小林》《鸡毛信》 等；新中国成立
后涌现的一批展现英雄主义精神的

儿童读物，如 《小兵张嘎》《闪闪
的 红 星》《微 山 湖 上》《刘 胡 兰》

《向阳院的故事》 等；“70 后”“80
后 ” 最 爱 的 《黑 猫 警 长》《365
夜》《花季雨季》《第三军团》《女
生贾梅》 等。

据了解，小朋友们在参观展
览 的 同 时 还 可 以 参 加 “ 童 书 漂

流”“亲子阅读”“经典观影”等
配套体验活动。小朋友可把闲置
在家的童书用来分享或换书，开
启以书易书、分享阅读的文化接
力之旅。“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激发青少年的阅读热情，传播
书香文化。”主办方有关负责人如
此表示。

《黑猫警长》《小兵张嘎》《童话》

中国百年童书展带市民重读童年

小朋友参观童书展。 （厉晓杭 乌莹君 王伊婧 摄）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崔宁 张琦）“没想到红色革命老
村有这样一家时尚的咖啡馆，真不
错。”近日，不少游客来到海曙区
鄞江镇建岙村游览时，纷纷点赞该
村的乡村咖啡馆，并在社交网络上
发布视频和照片，使之成为当地新
晋“网红打卡地”。

该乡村咖啡馆位于村内的建岙
大礼堂，由鄞江镇引入第三方机构
打造而成。记者在该乡村咖啡馆看
到，馆内写着红色革命故事的背景
墙图文并茂，颇为吸引人，营造出
别样的“现代元素+革命历史”的氛
围感。如今，咖啡馆不仅成为游客
前来休闲打卡之地，也成为当地村

民茶余饭后闲坐话家常的好地方。
据了解，除了网红咖啡馆，建

岙村还推出了建岙妈妈农场、红色
研学线、乡村书屋、红色剧本杀等
一系列个性化、市场化的红色文旅
项目，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
点，为革命老村带来了勃勃生机。

其中，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的

建岙妈妈农场红色主题乡村休闲
区，设立了“一米菜园”认养田、
秋收长廊、乡趣梯田、生产配套
田、稻田彩绘、稻鸭共生等功能区
块，提供农事体验、田园活动、认
养采摘等系列研学活动。今年以
来，该农场已吸引游客 2000 多人
次，经营收入 20 余万元。

将红色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海曙红色革命老村开起了网红咖啡馆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俞学丰） 前天下午，2022“亚足联
女足日”女孩足球节 （宁波站） 在
宁波市余姚肖东二小举行，近 80
名热爱足球的校园女足小将热情高
涨，参加了形式丰富、趣味十足的
各类足球游戏，尽情享受足球带来
的快乐。中国女子五人制国家队队
员于婷、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体项目

沙滩足球冠军队成员沈栋栋和付小
盼作为“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
节 （宁波站） 足球大使，专程前往
肖东二小，与校园女足小将互动，
指点姑娘们训练。

“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
（宁波站） 由亚洲足球联合会、中
国足球协会主办，浙江省足球协会
承办，宁波市足球协会、宁波市余

姚肖东二小协办。
“通过举办‘亚足联女足日’

女孩足球节，旨在鼓励更多女性参
与足球活动，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女
子足球发展的良好环境。”市足协
负责人说。当天，浙江省足球协会
社会发展部部长石柳春、宁波市足
球协会秘书长罗森、宁波体育运动
学校副校长陈东代表组委会，向肖

东二小赠送了价值近 5000 元的足
球装备，助力该校女足训练。

肖 东 二 小 女 足 于 2016 年 成
立，至今已经参加数十项大小赛
事，捧回余姚市、宁波市、浙江省
校园足球联赛等多项冠军。“亚足
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活动进入
校园，让肖东二小的女足小将激
情高昂。以“快乐足球·追逐梦
想 ” 为 主 题 ， 此 次 活 动 设 置 了 6
个趣味训练项目，通过教练们多
样化、专业化、趣味性的培训，让

“铿锵小玫瑰”们不仅享受了足球
带来的快乐，也进一步强化了足球
规则意识。

女足全国冠军队成员来助阵

“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宁波站）举行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郑俊之 戴维） 江北山地车越野公
园、东钱湖逸帆航海俱乐部、北仑
万博鱼航海中心、奉化徐凫岩户外
运动基地、宁海胡陈乡滑翔公园，
宁波体育消费热力地图首次发布；

“热力宁波”体育专场消费券倾情
发放；全市各区 （县、市） 体育资
源联合打造“1+10”线下消费节
联动模式⋯⋯前晚，2022“热力宁
波”体育消费节在宁波市体育发展
中心启动，活动将持续至 8 月底。

消费节由宁波市体育局、宁波
市商务局指导，宁波市体育发展中
心、各区 （县、市） 体育部门主
办，以市体育发展中心为主会场，
每个区 （县、市） 设立分站，以

“1+10” 方 式 扩 大 规 模 ， 全 城 近
100 个体育消费场所联动，在 6 月
至 8 月期间持续为宁波市民提供丰
富的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进一步
推动全民健身，拉动体育消费。

今年市体育局突破单一主会场
形式，联动区 （县、市） 合力推出
10 余站体育消费节活动，融合公
共体育场馆、大型商圈、体育公园
广场、知名旅游景点等，围绕“爱
运动、爱生活”主题，从体育赛事
培训、体育产品、生活方式、户外
体验、体育生态等核心内容出发，
渗透体育产业多业态。

此次体育消费节首次发布宁波

体育消费热力地图，涵盖近百家消
费场所，包括水上基地、户外运动
营地、体育俱乐 部 、 运 动 公 园 、
标杆企业等。活动期间还将派发

“热力宁波”体育专场消费券，市
民在领取消费券后可以在相应体
育场馆、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装
备用品门店、体育旅游单位消费
直接抵扣。

市体育局经济处负责人表示，
通过节庆活动，推动全民体育打
卡，激发城市体育消费活力，带动
文化、旅游、餐饮、健康等产业全
面发展，推动宁波争创国家体育消
费示范城市，助力宁波打造国际滨
海运动中心和国家户外运动中心。

又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郑
俊之） 近日，宁波体育名品展示厅
开馆仪式在市体育发展中心举行。

宁波体育名品展厅由宁波市
体育局主办，第一批入驻的 7 家
宁波市体育名品培育单位包括余
姚 大 丰 、 慈 溪 力 玄 、 鄞 州 乐 歌 、
江北巨隆、北仑海伯、宁海兴达
及海斯曼。

“宁波体育名品展示厅的建成
与开放，将进一步提升宁波体育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宁波市体育局将
进一步加强宁波体育名品的培育推
广，让更多宁波本土体育产品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市体育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发布体育消费热力地图、发放“热力宁波”
体育专场消费券

“热力宁波”体育消费节启动

本报讯 （记者黄银凤 通讯
员郑建军） 2022 宁波湾“海风四
季杯”全民龙舟精英赛将于明天在
宁波市奉化区宁波湾天妃湖举行。

比赛设置了男子、女子 200 米
和500米四个项目，来自全市的280
位教练员、运动员组成了鄞州云龙
商会龙舟队、洪管家龙舟队、宁波
国际龙舟队、宁波天妃湖龙舟队、

海风四季扬帆队等 17 支男女龙舟
队参赛。宁波湾天妃湖水上运动基
地依托优越的水域条件，积极引进
各类水上运动品牌赛事，着力打造

“运动之海、休闲之湾”。目前，基地
已建成桨板运动营地和天妃湖帆船营
地，接下来还将打造皮划艇运动营
地、龙舟运动营地、海钓运动营地、
铁三运动营地等 6 大特色项目。

全民龙舟精英赛将在天妃湖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许
霖） 近日，由奉化区委区政府主
办、奉化区档案馆承办的奉籍艺术
家作品捐赠签约暨“妙耕奉化”开
馆仪式在奉化区档案馆举行，500
多幅奉化籍艺术家作品、藏品签约
捐赠，正式入藏奉化区档案馆。这
也是该馆迄今一次性征集进馆物品
最多的一次。

此次签约捐赠作品的奉化籍艺
术家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
海派书法家孙信德先生，受业于潘
天寿等大师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竺庆有先生，丹青绘家乡的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王利华先生。三位奉
化籍艺术家除了签约捐赠了 500 余
幅个人作品、藏品外，还捐赠了荣
誉证书、来往信函、重要社会活动

照片等 100 多件物品。
“ 奉 化 是 我 出 生 和 成 长 的 地

方，我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能
为家乡的发展做些什么？美术是我
的业余爱好，自然就想在美术创作
上再努力一把。”捐赠代表王利华
说，近 20 年来，他感悟家乡的人
间万象，阅读家乡的自然造化，绘
画家乡的山水人文，此次捐赠自己
的全部作品，是希望能为家乡的文
化建设添砖加瓦，给家乡留下“奉
味”记忆。

去年，奉化区档案馆制定实施
了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档案资料征
集的专项计划，扎实推进档案文化阵
地建设做专、做精，截至目前，已征
集到文学创作、音乐、书画、体育等
领域的各类档案资料700余件。

500多幅奉化籍艺术家作品、藏品
入藏奉化区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