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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 机制保障

数字人民币是面向未来的国家
重大金融基础工程，更是关乎国计
民生的重要国家战略。农行宁波市
分行高度重视数字人民币试点工
作，在市委市政府、人民银行宁波
市中心支行的大力支持下，农行宁
波市分行第一时间成立了数字人民
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一把
手”任组长，按照跨部门、跨层级
项目型团队的管理方式，组建数字
人民币推广专项工作团队。

为了让全体干部员工快速掌握
数字人民币相关知识，营造良好的
营销氛围，试点之初分行就对全体
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开展数字人民币
专题宣讲，同时各条线、各分支行
也对员工开展培训。

场景进阶 势如破竹

在全力做好数字人民币用户层
面营销拓展的同时，农行宁波市分
行深刻认识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建设的重要性，在今年 3 月 31 日，

宁波被正式纳入数字人民币试点地
区后，农行宁波市分行立即在全市
开始推广。在教育类场景切入后全
面铺开，包括交通出行、民生消
费、农村市场等，开始了推广进阶
之路。

校园场景全面落地使数字人民
币惠及 20 余万师生和家长。5 月 10
日，农行宁波市分行与浙大宁波理
工学院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开始深入拓展校内数字人民币应
用场景。目前已经落地了一批校内
数字人民币生活场景。同时，农行
宁波市分行还在宁波大学科技学
院、宁波工程学院、浙江纺织学
院、宁波万里学院等高校积极推进
数字人民币业务。中小学方面，基
于缴费场景逐步开通了数字人民币
支付，引导家长使用数字人民币。

交通出行场景快速普及使数字
人民币便利千家万户。3 月初，市
级停车平台“甬城泊车”已实现了
数字人民币农行钱包支付，8 月下
旬，轨道交通数字人民币免密支付
功能上线；9 月下旬，市民卡数字
人民币免密支付功能实现上线。

菜 市 场 、 水 果 店 、 奶 吧 、 商

场、小商铺等民生场景让数字人民
币更亲民。“今天运气真好，中奖
100 元，听说月湖菜市场经营户基
本上都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我就来
买小海鲜了。”8月 12日下午，海曙月
湖菜市场刚开市不久，市民浦女士就
来买菜了，她在政府派发的数字人民
币消费红包中，中了 100 元。

宁波成为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
后，农行宁波市分行积极推进数字
人民币走进菜场，上门为月湖菜市
场的 68 户经营户集中受理数字人
民币支付，基本实现市场内零售摊
位全覆盖。不仅如此，全市 101 家
鲜 丰 水 果 店 、 189 家 一 鸣 真 鲜 奶
吧、183 家新美心烘焙门店作为居

民身边常态化消费门店，均已支持
使用数字人民币钱包支付。

聚焦三农 “花式”推广

农行宁波市分行全力推进数字
人民币在农村地区的应用。与慈溪
市政府签订数字乡村暨数字人民币
示范区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
进慈溪桥头镇数字人民币示范乡镇
建设。8 月份在开展桥头镇示范区
数字人民币集中推广月活动，在当
地政府和人民银行的支持下充分发
挥数字人民币推广大使和网格员的
作用，累计开立数字人民币个人钱
包 10500 户，实现数字人民币助残

销售超 20 万元。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农行宁波市分行已在全镇累计
开立个人钱包 12000 余户，开立对
公数字人民币钱包 120 户，建设数
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40 多个。

推进余姚梁弄镇落地数字人民
币场景，在原来“五彩梁弄”数字
乡村平台上增加数字人民币应用和
宣传。推进与奉化滕头村数字人民
币业务合作，确定了村民补贴发
放、养老、数字滕头等应用场景合
作意向。同时，按照市政府 《2022
年宁波市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要
点》 和“三张清单”要求，做大数
字人民币用户群体、做深数字人民
币应用场景，做优数字人民币生态

环境。
此外，通过冠名全国沙滩排球

大满贯赛、开展“如此热爱宁波”
和“我教爸妈用数币”等相关活
动，农行宁波市分行数字人民币宣
传活动的品牌正在不断打响。

下一步，农行宁波市分行将重
点围绕服务三农类、交通出行类、
文化旅游类、医疗卫生类、教育类
等，多维度、多行业加快数字人民
币场景建设，进一步提升支付结
算普惠性和便利性，打造完善的
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为金融更
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贡献农业银行
的力量。

（张燕 薛笑彧 文/图）

农行宁波市分行：“进阶”推广争创同业领先
菁菁校园，草木盎然。
莘莘学子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图书馆出来，脸上掩盖

不住青春气息和创新活力。5月10日，全省首个数字人民
币高校场景正式落地——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和浙大
宁波理工学院共同启动数字人民币银校全面战略合作，上
万名师生的校园卡充值、超市、校园商铺等将陆续开启人
民币的数字化之行。

承载着国家金融基础创新的数字人民币工程，植入
到这群充满活力的大学生生活，开启了农行宁波市分行
数字人民币全面推广。

从一个校园场景到1.94万个应用场景，同业第一；从
一家企业到2.97万家对公钱包，同业第二；从一个测试客
户到49.63万个个人钱包，同业第一。这是农行宁波市分行
自4月2日以来到9月21日数字人民币推广的业绩。

数字人民币走进高校数字人民币走进高校，，丰富大学生生活丰富大学生生活。。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俞学丰） 昨日，在第 17 届浙江省
运动会男子足球乙组 （07—08 年
龄段） 的比赛中，宁波队的小球员
在全场落后的局面下，补时读秒绝
平，并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最终胜
利。继男子丙组后，宁波队获得本
届省运会足球项目第二个冠军。

当天的决赛现场，身着绿色球
衣的宁波队迎战金华队，开场仅 4
分多钟，金华队就通过战术角球由
后点 12 号孙海阳头球破门。第 14
分钟，金华队左路发动进攻，门前
连续高球，最终由 17 号宣俊帆中
路抢点扩大比分。

第 17 分钟，宁波队主教练换
上攻击能力更强的 12 号苏天乐和 8
号聂圣杰后，开始对金华队实施高
位逼抢，获得队友支持的 9 号苏泽
铭表现抢眼，利用技术连续冲击金

华队防线。第 30 分钟，苏泽铭突
破到右底线附近高球传中，跟进的
张世尧迎球就射，球挂边网而入，
宁波队扳回一分。

第 57 分钟，苏天乐获得单挑门
将的机会，推射滑门而出。第 76 分
钟，宁波队前场任意球，苏天乐角度
刁钻的射门被门将扑出，队友近距
离补射又稍稍偏出。比赛进入补时
阶段。金华队不断通过倒地和换人
拖延时间，补时最后 5 秒，狂攻的宁
波队在右路起高球，替补上场的 18
号俞正锐凌空垫射绝平对手。

最终在点球大战中，士气旺盛
的宁波队依靠门将祝宇的神勇发挥
和主罚队员的稳定表现获得最终的
胜利，为宁波足球在本届浙江省运
会再获冠军。

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开赛以来，
宁波队已获得2冠2亚的亮眼成绩。

点球大战取胜夺冠

省运会足球项目宁波队已获2冠2亚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
孙家怡 孙瑜）国庆假期临近，宁
波机场昨天发布黄金周客流预
测，今年“十一”期间宁波机场预
计执行航班 1211 架次，运送旅客
14.4 万人次。

按照旅客出行规律并结合历

年客流数据分析，今年的出行客流
依然呈现“两端高、中间平”的特
点。出行高峰期将出现在9月30日
至10月2日、10月6日至7日，预计
高峰日客流量2.3万人次。

从机票预售情况来看，广州、
贵阳、北京、大连、昆明等地机票

热销，兰州、珠海、哈尔滨等地机票
相对充裕。今年“十一”黄金周机票
价格低于去年，节前非热门航线基
本可以买到六七折的机票，节假日
中间时段，如 10 月 2 日、3 日，宁波
飞往北京、广州等地还有 2 折左右
的机票。

10月4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届时宁波机场将在航站楼开展

“浓情重阳 敬老爱老”的主题活动。
国庆假期，机场将联动阳光帮成员单
位，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提供全
流程乘机畅行服务，让老年旅客真切
地感受到来自宁波机场的温暖关怀。

宁波机场“十一”期间预计运送旅客14.4万人次

本报讯 （记 者董娜 通 讯
员麻宏宇） 记者昨天从宁波海
事局获悉，今年全市投入国庆
假 期 运 营 的 客 渡 船 共 53 艘 ，
其 中 宁 波 籍 船 舶 44 艘 、 舟 山
籍 船 舶 9 艘 ， 可 提 供 水 上 运 力
4000 余 客 位 ， 涉 及 白 峰 -鸭 蛋
山 、 石 浦 - 鹤 浦 、 郭 巨 - 六 横
等 26 条航线。

宁波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国庆假期，预计东钱湖景
区、九龙湖景区、石浦-鹤浦及
往返甬舟两地的班轮航线等将
成为热门，辖区水上旅客发送
量预计 20 万人次、车辆 4 万余辆
次。

为确保节日期间客渡运船舶

适航、船员适任，宁波海事局于
近日完成了我市节前客渡运船舶
安全集中大检查，保障广大群众
节日期间水上安全、便捷出行。

宁 波 海 事 局 提 醒 广 大 旅
客，国庆假期水上客流量预计
会有明显增加，广大旅客应提
前做好出行计划，及时了解船
舶航行动态。同时，乘坐客渡
运船舶出行应严格落实防疫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乘船期间
应遵守上下船舶秩序，切实提
高安全出行意识，发现船舶超
载、无证、客危混装、超抗风
等级航行等违章行为时，应拒
绝乘坐并及时向交通、海事等
部门通报。

53艘客渡运船舶
将投入国庆假期水上客运
预计旅客发送量近2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魏杨 林森）昨天，宁波交警发布国
庆假期出行提醒：根据天气预报，长
假期间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较为
适合出门游玩，届时部分时段、路段将
出现大流量通行情况。9 月 30 日（周
五）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鉴于当晚
将会出现出城交通高峰，我市公安交
警部门因此发布黄色三级交通预警。
预计从当天下午起，中心城区部分区
域、时段将出现交通繁忙、拥堵情况。

长假期间，宁波交警预测，10
月 1 日、2 日与 6 日、7 日，分别将出
现高速出城与返程大流量的情况。
杭甬高速宁波（段塘）、鄞州（大朱
家）进出口、甬台温高速（宁波东、宁
海、奉化进出口）、甬金高速（宁波

西、洞桥、溪口东进出口）、甬莞高速
（云龙、横溪、塘溪、咸祥进出口，S19
象山港连接线及沿海南线丹城至东
城段）、甬舟高速（蛟川进出口）、绕
城高速（宁波北沙河、临江、朝阳宁
波西进出口）、沈海高速（慈城掌起、
观海卫进出口）等路段受大流量及
事故影响，易造成缓行。

另外，热门景区方面，宁波交警
预测，东钱湖景区、江北慈城、达人
村、镇海九龙湖、奉化溪口、雪窦山
景区、余姚四明山风景区、慈溪达蓬
山、宁海浙东大峡谷、前童古镇、象
山影视城、松兰山、杭州湾方特神话
大世界等易发生交通拥堵。景区周
边停车条件有限，希望市民尽量选
择公共交通出行。

宁波交警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出行提醒

9月30日下午起
市区发布黄色三级预警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钟法）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对
诉讼诚信和失信信息进行归集建
模，研发诚信诉讼系统并进行迭代
升级，将 26 类不诚信诉讼信息、1
类正常状态信息和 2 类正向激励信
息，以红、黄、绿、蓝、金“五色
码”分类标识，精准甄别运用诉讼
征信，成功构建了一套新的司法信
用评价体系，充分发挥其识别、警
示、惩戒、激励等作用。

目前，这个诚信诉讼系统已与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对接，诉讼主体
界面可显示当事人的诚信诉讼码
色，并且系统能够生成当事人的司
法诚信报告，在经济交往过程中，
交易相对方可要求出示涉诉报告，
作为判断交易风险的参考。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不强”，诚信建设是社会建
设的基石。人民法院沉淀了海量的
诉讼诚信和失信信息，这些信息是
当事人社会信用的重要体现。

章某挂靠的建筑公司账户被法
院查封，为拿到工程款，章某与该
公司管理人员王某串通，将 700 余

万元工程款捏造为 260 余名工人的
工资，骗取仲裁调解书，并以仲裁
调解书为依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章某、王某犯虚假诉讼罪被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判刑，同时
被该院录入诚信诉讼系统，予以
红码标识，并给予五年期信用惩
戒。截至目前，宁波两级法院已
录入构成虚假诉讼犯罪、被拘留或
罚款等严重不诚信诉讼黑名单 286
人，有效惩戒震慑此类不诚信诉讼
行为。

为促进裁判义务人自动履行，
宁波法院首创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
制，在诚信诉讼系统中将自动履行
当事人标识金码，并与金融机构对
接，给予“红利”激励。宁波多家
基层法院会同银行推出诚信履行
贷，将诚信履行信息与银行共享，
至今已为诚信履行主体授信 17 亿
元，发放贷款近 10 亿元。

据悉，宁波中院正在探索将该
系统与信用宁波数据互通，以司法
征信体系建设推动完善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目前已初步实现惩戒机
制、激励机制在线互通互认。

宁波中院创设“五色码”
构建司法信用评价新体系

【上接第1版①】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参观展览。
下午 3 时 45 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

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展览紧扣
“奋进新时代”这一主题，以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为主
线，聚焦新时代 10 年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成
就、伟大变革，既展现事业发展的新局新貌，
又揭示变革背后的力量和动能；既展现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思想指引，又反
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干事创业的良好
风貌。展览设序厅、中央综合展区、地方展区、
展望展区、室外展区和互动展区 6 个展区，面
积超过 3 万平方米，运用图片、实物、模型等
6000 多项展览要素，角度丰富、内涵饱满。

展示我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跃升的自
主研发关键产品实物、模型，反映功勋荣誉表

彰体系日益丰富完备的勋章、奖章，国家级重
大出版项目《复兴文库》，生动再现脱贫攻坚
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历史进程的实物、图表、
图片，“五基”协同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立
体遥感监测体系模拟沙盘，武器装备模型，呈
现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内涵、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成果的展板、实物，彰显京津冀协同发展
成就的立体电子地图，展现规划建设、轨道交
通和科技创新等方面亮点成果的粤港澳大湾
区沙盘⋯⋯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生动视
频、一幅幅图片图表，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
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听取讲解，询
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
参观了展览。

【上接第1版②】
创新企业“群雁齐飞”，研发机构“拔节吐蕊”。

目前，鄞州规上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占比超过
85%，市级以上企业工程 （技术） 中心、企业研究院
累计达到 324 家，数量居全市第一。博威、伏尔肯、
维真显示等一批鄞企展现“硬核力量”，在嫦娥、神
舟、天宫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崭露头角。

人才的集聚，离不开兼容并蓄、温暖有爱的生
态。近年来，鄞州整合 50 余家双创平台及高校院
所，推出区级引才项目、金匠银匠、四大精英、博创
鄞州等政策，并探索出“最多报一次”、人才全周期

“一件事”等改革举措，全流程保障人才的育引留
用、医食住行等服务需求，设身处地助推人才成长和
企业发展。

鄞州正以建设全国一流人才强区、创新强区为目
标，奋力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全省引领力的“智鄞
未来”，为宁波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