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轨道 8 号线南苑站施工的顺利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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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 日，环城
西路（环城南路-南苑街）封闭施工，禁止一切机动车通
行，行人、非机动车通过东侧人非通道通行，受限机动车
可通过丽园南路、鄞奉路绕行。

受轨道8号线建设施工影响，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南苑
街）实行封闭施工。为确保公交线路正常运营，现拟对公交23
路等20条公交线路实行临时改道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一、公交梅竹路站至公交新典路站的23路实行双
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新典路口后改走新典路至
公交新典路站。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顺德路↓、段塘西路↑、丽
园南路、段塘东路、通达路走向及电视中心、环城西路环
城南路口、丽园南路段塘东路口↓、雅戈尔新村↑、段塘
西路环城西路口↑、看经寺↑、宁波客运中心↓、段塘东
路通达路口（宁波客运中心）↑、西湖花园站。

（三）增设：新典路丽园南路口、宁波第二技师学院站。
二、公交雅戈尔集团站至公交鼓楼站的364路实行

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顺德路口后改走顺德路、

丽园南路、新典路、新典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环城西路环城南路

口、电视中心站。
（三）增设：顺德路丽园南路口、丽园南路南苑街口、

新典路丽园南路口↓站。
三、宁波客运中心至高教园区图书馆南的369路实

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顺德路丽园南路口后改走丽园南

路、新典路、新典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顺德路、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顺德路

丽园南路口、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电视中心站。
（三）增设：丽园南路南苑街口、新典路丽园南路口↓站。
四、汽车东站至公交藕池站的503路实行双向临时

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新典路口后改走新典路、

通达路、段塘东路↑、丽园南路↑、启运路、启运路君运
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部分启运路、丽园南路↓、
段塘东路↓走向及电视中心、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雅
戈尔新村、启运路环城西路口、藕池地铁站、丽园南路启
运路口↓、段塘东路通达路口(宁波客运中心)↓站。

（三）增设：新典路丽园南路口、宁波第二技师学院
↑、西湖花园、宁波客运中心、段塘东路通达路口(宁波
客运中心)↑、丽园南路启运路口↑、城西客运站↓站。

五、公交集团四分公司至公交体育馆站的513路实
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段塘东路口后改走段塘东
路、粮丰街、粮丰街南苑街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部分南苑街走向及环城西
路环城南路口、南苑社区站。

（三）增设：段塘东路粮丰街口↓、粮丰街段塘东路
口↓、粮丰街环城南路口↑、南苑新村、粮丰街站。

六、工程学院东校区至宁波客运中心的523路实行
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南苑街口后改走南苑街、鄞
奉路、段塘东路、段塘东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环城西路环城南路
口站。

（三）增设：南苑社区、启文小区、鄞奉路南苑街口
↓、鄞奉路环城南路口、段塘东路鄞奉路口↓、段塘东路
粮丰街口↑站。

七、曙光新村至旺源雅苑东的525路实行双向临时
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鄞奉路南苑街口后改走鄞奉路、段
塘东路、段塘东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南苑街、粮丰街、新典路、部分环城西路走
向及启文小区、启文幼儿园、启文花园、花苑新村、电视
中心、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站。

（三）增设：鄞奉路南苑街口↓、鄞奉路环城南路口、
段塘东路鄞奉路口↓、段塘东路粮丰街口↑站。

八、广厦怡庭至宁波客运中心的817路实行双向临
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新典路口后改走新典路、
丽园南路、环城南路↑、通达路↑、吴家路↑、顺德路↓
至宁波客运中心。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启运路、部分丽园南路走
向及电视中心、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雅戈尔新村、启运
路环城西路口、藕池地铁站、丽园南路启运路口（狮丹努
集团）、丽园南路段塘东路口站。

（三）增设：新典路丽园南路口↑、丽园南路南苑街
口站。

九、博宏工业区至公交黄鹂站的定制16号线实行
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丽园南路环城南路口后改走丽园南

路、新典路、新典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环城南路、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环城西路

环城南路口站。
十、第一医院方桥院区至第一医院的第一医院方桥

院区接驳特线实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后改走环城南路、

丽园南路、新典路、新典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环城西路环城南路

口站。
十一、公交建岙站至宁波火车站南广场的625路实

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启运路丽园南路口后，改走丽园南

路、新典路，新典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行。
（二）撤销部分启运路、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藕池地

铁站、启运路环城西路口、雅戈尔新村、环城西路环城南
路口、电视中心站。

（三）增设：丽园南路启运路口、丽园南路段塘东路
口、丽园南路南苑街口、新典路丽园南路口站。

十二、蜜岩至宁波火车站南广场的637路实行双向
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雅戈尔大道鄞奉路口后，改走鄞奉
路、尹江路、三支街、甬水桥路至宁波火车站南广场。

（二）撤销部分雅戈尔大道、环城西路、恒春街走向
及雅戈尔新村、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电视中心、恒春街
云霞路口站。

（三）增设：雄镇桥、鄞奉路段塘中路口、鄞奉路环城
南路口、鄞奉路南苑街口、鄞奉路祖关山路口、鄞奉路尹
江路口↑、尹江路三市路口。

十三、上古山至宁波火车站南广场的638路实行双
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后，改走环城
南路、丽园南路、新典路，新典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
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环城西路环城南路
口、电视中心站。

（三）增设：丽园南路南苑街口、新典路丽园南路口站。
十四、市中医院至鄞州体育馆的902路实行双向临

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南苑街口后改走南苑街、粮

丰街、段塘东路、段塘东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环城西路环城南路

口站。
（三）增设：南苑社区、粮丰街、南苑新村、粮丰街段

塘东路口↑、粮丰街环城南路口↓站。
十五、宁波火车站南广场至公交溪口站的987路、

宁波火车站南广场至雪窦山游人中心的988路实行双
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新典路口后改走新典路、丽
园南路、启运路、启运路雅戈尔大道口后恢复原线路运营。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走向。
（三）增设：藕池地铁站。
十六、公交前殷站至公交望春工业区站的123路实

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南路鄞奉路口后改走环城南

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鄞奉路、南苑街、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鄞

奉路环城南路口↓、鄞奉路南苑街口↑、启文小区、南苑
社区、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站。

十七、公交姚家浦站至宁波客运中心的152路实行
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环城西路新典路口后双向改走新典
路、通达路、环城南路↓、丽园南路↓、段塘东路至宁波
客运中心站始发。

（二）撤销部分环城西路、环城南路走向及电视中
心、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环城南路丽园南路口↑。

（三）增设：新典路丽园南路口↑、宁波第二技师学
院↑、西湖花园站。

十八、宁波火车站南广场至宁波诺丁汉公寓楼的
161路实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鄞奉路南苑街口后双向改走鄞奉
路、环城南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南苑街、部分环城西路走向及启文小区、
南苑社区、环城西路环城南路口站。

（三）增设：鄞奉路南苑街口、鄞奉路环城南路口↑。
十九、宁波火车站南广场至奉化公交西站的181路

实行双向临时改道运营
（一）改道走向：甬水桥路后改走三支街、尹江路、鄞

奉路，鄞奉路雅戈尔大道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二）撤销苍松路、部分环城西路走向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确保
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2022年9月23日

关于轨道8号线南苑站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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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BO DAILY11 投资旺财/广告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颖

宁波银行专栏

近期，一家空调配件企业负责
人真切地感受到宁波银行企业 APP
带来的便捷，于是将 80%的结算资
金转入宁波银行账户。

这家企业原来使用的是老版网
银，因企业负责人出差频繁，经常出
现“经办操作后，法人无法及时复
核”的情况。宁波银行北仑支行业务
员小郑走访企业时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第一时间向企业负责人介绍了
宁波银行企业 APP。宁波银行企业
APP 不仅具备“随时随地一键转账
汇款”功能，而且企业 APP 的“票据
好管家”帮助企业解决“月底无法及
时查看收票情况、贴现额度紧张”等
难题，大大提高企业的财务效率。

宁波银行企业 APP 作为网银、
融资、理财产品等集成平台，能满足
企业融资、结算等方面的移动办公
需求，破解“老板因出差、开会等无
法收付款”的难题。原先，企业管理
层、财务人员所需要的银行服务，多
是通过网上银行操作，一旦离开办

公区域的电脑，就看不到业务流程，
无法复核、审批。通过宁波银行企业
APP，客户几乎可以在 APP 上办理
所有资金业务，资金情况、业务进
度、审批流程一览无余，随时随地都
可以办理。

当前，在不少企业发展过程中，
“数字化、系统化、智能化”需求不断
增多，而企业内部管理系统与银行
金融服务系统之间往往是隔绝的，
企业内部系统和银行金融服务中相
关的“资金流、结算流、信息流”不能
对接。

宁波银行以客户为中心，持续
加大科技投入，集中资源打造开放
银行，推出“财资大管家、外汇金管
家、票据好管家、政务新管家、投行
智管家”五大管家，通过开放银行服
务，满足企业“系统化、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需求，实现企业“业务流、信
息流、管理流和资金流”与银行系统
无缝对接。宁波银行的五大管家为
客户带来良好的应用体验，在行业

中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近年来，在宁波银行的人员结构

中，技术人才占比逐年提升，目前总
行有 5000 多名科技人员，每家分行都
有金融科技部，有专门的系统研发人
员和科技工程师，每周都会与企业交
流解决系统使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与企业随时随地保持沟通，解决企业
最后一公里的科技需求问题。

宁波银行聚焦“iSMART+智慧银
行”愿景，从“系统化、数字化、智能
化”入手，深化科技系统建设，持续赋
能金融产品、服务渠道、营销经营、营
运风控四大领域，打造业务中台、数
据中台、技术中台、研发平台、运维平
台五大平台。凭借自主掌握的核心代
码和技术，宁波银行各项系统紧跟市
场变化，快速迭代升级，满足客户各
项需求。

宁波银行：打造开放银行，赋能伙伴企业

为提高老年人对于防范“非法
养老集资诈骗”知识的认知，提升社
会公众金融素养，近日，上海银行宁
波分行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细化方
案，明确措施，落实责任，认真做好
2022 年“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
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
融好网民”宣传月活动。

非法养老集资诈骗是以提供
“养老服务”为名侵犯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典型犯罪行为。“我们的养老院
是政府扶植的新项目，设备先进，服
务到位，预存 3 万元，可以得到一个

普通床位，床位费打 9 折，每年可以
按比例获得福利金；预存 6 万元，可
以得到一个 VIP 床位，设备更高级，
还是咱们养老院的股东，除了福利
金，每年还有分红可以领，是个双丰
收的项目。”这么好的服务，作为老
年人的您心动吗？对此，上海银行
特别提醒，该类诈骗主要表现为以
预售养老床位、提供养老服务项目
等名义，通过办理会员卡、明显超
过床位供给能力的承诺服务、预交
养老服务费用等手段，诈骗老年人
钱财。犯罪嫌疑人利用老年人寻求

养老服务的心理，承诺高息回报，
以享受床位优先权、入住费用打折
等为诱饵，诈骗老年人大额预存消
费投资，实施非法集资。

针对这类现象，上海银行宁波分
行特别提醒老年人：选择养老服务时，
要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养老企业与养
老机构，投资“养老项目”和购买“养老
产品”时，要多和亲属沟通并咨询相关
部门，要谨慎甄别各类投资、消费项
目，保护个人权益。同时，也要多了解
相关金融知识，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今年 9 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
已举办了数十场老年人金融知识普
及宣传活动。另外，该行还拍摄了防
范非法养老集资诈骗的短视频，在
相关媒体上进行播放宣传。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宣讲防范养老诈骗知识

近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与中
国联通宁波分公司合作的首笔围绕
集群关键单位的“合同贷”业务落
地，中国联通宁波分公司供应商在
线获批授信额度 150 万元并完成首
笔提款。

兴业银行“合同贷”业务，是在
小微企业线上融资的基础上，深入
政府部门、核心企业等集群关键单
位采购交易应用场景，引入供应商
与政府部门、核心企业等签订的采
购合同或订单信息，构建的“场景融

入、线上触达、云端服务”小微企业
融资新模式。

据兴业银行宁波分行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该产品可帮助小微企业
将其预计未来可收到的采购合同金
额或订单回款提前变现，企业无须
抵押即可获得最高 900 万元的纯信
用贷款，并可享受小微企业专属优
惠政策。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合同贷”业务落地

为提升“助老适老”金融便民服
务水平，切实保障老年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近日，邮储银行宁波分行对接
海曙区鼓楼街道中山社区，开展老年
人金融素养跟踪调查研究工作，通过
对23名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普及宣传、

问卷调查，进而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多层次、高品质健康养老需求。

活动开始前，该行工作人员对
项目背景、时长和操作流程进行说
明，并对调查表的部分专业术语、填
写要求及注意事项进行解释，在充

分尊重老年人意愿的前提下，工作
人员指导老年人正确填写，确保信息
的有效性、活动的有序性。填写后，该
行结合《老年人金融一本通》，对参与
活动的老年人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和存款保险知识的讲座。（王颖）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调研老年人金融知识

宁波是渔业资源特色城市，邮
储银行宁波分行深入做好对渔民客
群的金融服务工作。

设立区域特色网点，为渔民提供
专业化金融服务。该行辖内的奉化区
莼湖支行、象山县石浦支行是两家以

服务渔业渔民为特色的二级支行，客
户经理平均从业年限 6 年至 8 年以
上，客户经理队伍中不乏渔民的子
女，专业专注是他们身上的特质。

坚持贴心、高效的金融服务，
不断推进邮储银行渔船贷款走进千

家万户。在与客户交流中，该行得
知多数渔船主在休渔期没有捕捞收
入，生产经营存在资金缺口。针对
这一情况，该行立即展开研究，结
合现有政策制度，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给符合条件的抵押客户增加
信用授信额度，从而极大程度上缓
解渔船主的资金难题。 （王颖）

邮储银行宁波分行为渔民丰产增收加“邮”

宁波是中国第六座“外贸万亿
之城”，辖内进出口企业众多，跨
境贸易和投融资业务频繁。近年
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日益常态
化，对涉外企业稳定经营造成了一
定影响。工行宁波市分行在打造

“外汇业务首选银行”中，积极开
展汇率避险服务，通过专属定制、
便利办理和优惠让利等一系列措
施，推动企业“迈出第一步，走上
避险路”。

今年初，工行宁波市分行客户
经理在走访宁波一家年收汇量 600
万美元左右的出口型企业时，了解
到该企业尚未进行任何汇率规划，

美元收汇后一直以活期形式存放，
等支付工厂货款时再即期结汇，因
人民币持续升值，公司已遭受数十
万元汇兑损失。该行客户经理向企
业详细介绍了汇率波动带来的各项
财务风险，提醒他们从长期、中性
套保角度规划汇率。经过该行工作
人员专业细致的讲解，企业树立了
风险中性的理念，打消了对衍生产
品的顾虑，通过办理远期结汇使账
户美元余额获得更好的结汇价格，
同时锁定应收账款远期汇率，免除
后顾之忧。后续企业表示通过远期
结汇提前锁定应收账款汇率成本，
向国外客户订单报价时不再需要像

以前一样预留一部分空间对冲汇率
风险，从而使企业的报价更有竞争
力。

今年，工行宁波市分行积极响
应政府和监管部门号召，通过推动
汇率避险“首办户”服务活动，持
续完善汇率避险业务绿色服务通
道，为涉外企业提供 38 个币种外
汇交易，聚合了即期结售汇、远期
结售汇、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
外汇期权及其组合的“一站式”外
汇交易服务体系，以专业能力和优
质服务，帮助企业实行汇价成本管
理，满足宁波涉外企业多元化套期
保值需求。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汇率避险服务护航外贸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