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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业优+好榜样”
榜单出炉
本报讯（记者 徐文燕） 昨天下午，由宁波日报
报业集团都市报系主办，浙江传媒学院创新与发展
研究所协办，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官方微信 2017
年度独家广告代理机构——宁波大甬传媒科技有限
公司承办的“新媒体、新金融、新经济融合创新与
发展大会”暨“3·15 宁波银行业优+好榜样大调
查评展”颁奖典礼在位于海曙区的月湖金汇小镇举
行，大会吸引了我市近 40 家金融机构参会。
2015 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经过内部改革、整
合，设立了现在的都市报系，以进一步推进新媒体
与传统纸媒的融合，增强媒介影响力，提升受众服
务水平。经过两年的努力，目前，都市报系在媒介
融合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传统纸媒+官方微信
微博+子微信矩阵+电子报”的多平台分发内容、全
人群覆盖的融媒体发展格局。
其中，报纸这块，都市报系目前有 《宁波晚
报》《东南商报》 两份都市类报纸，同时拥有 《宁
波少年》《宁波老年》 分别针对青少年群体和老年
人群体的专刊。
在新媒体方面，都市报系目前有两大媒体类微
信号——宁波晚报官方微信、东南商报官方微信。
同时，报系这些年还逐步培育发展了一大批专注于
某一垂直细分行业的子微信号，像专注于财经股票
投资领域的“值说吧”、专注于房产领域的“宁波
新房客”、专注于幼教领域的“宁波宝贝”、专注
于乡村节庆活动的“宁波乡村旅游”、专注于本土
婚恋人群的“甬现”、专注于中小学教育的“宁波
晚报升学通”、专注于本土美食搜索评价的“宁波
美食研究所”等微信号。截至目前，都市报系旗
下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用户总数已经突破 650
万。
近年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系发挥既有

的新闻采编、内容生产的优势，在做大做强上述官
方微博微信的同时，还代理了“宁波发布”等多家
的政府部门官方微信号。同时，也凭借专业技术实
力，竞标获得了宁波市总工会、宁波市妇联等诸多
单位官方微信号的技术开发，为这些单位的官微在
活动呈现、粉丝增长等方面提供强大的内容和技术
支持。
昨天的大会还举行了“3·15 宁波银行业优+
好榜样大调查评展”颁奖典礼。据介绍，2017 年
3 月至 5 月，宁波晚报、东南商报官方微信主办了
“新服务、我做主——3·15 宁波银行业优+好榜
样大调查评展”活动，这不仅是一次银行服务评
展，同时也是宁波互联网金融下的银行新服务应
用程序的一次评判。根据各银行在互联网金融下
新服务的表现进行线上投票，综合大众体验的报
告、专业人士打分评展“用户满意新服务银行”
及各单项奖。

相关链接

“宁波银行业优+好榜样”榜单
用户满意新服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
行、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
最具服务能力微银行：上海银行宁波分行、
中国
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
最佳体验的电子支付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市分行；
最佳口碑理财品牌：
阳光银行；
最智慧智能营业网点：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
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最受欢迎手机银行：
鄞州银行、
农行掌上银行；
最佳创新营销信用卡：
上海银行淘宝联名卡。

奔驰新电动汽车
“心脏”烙上
“宁波印”
本月进入量产阶段，即将向全球推出
本报讯（记者 陈旭钦 通讯员 陈阳） 奔驰汽
车，全球驰名。而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电池管
理动力系统核心技术在整车中难度最大。昨天，宁
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传来消息，均胜电子正式
为奔驰新型 48V 微混动力车提供电池管理系统。
此举意味着，奔驰新电动汽车“心脏”烙上“宁波
印”，为宁波打造“中国制造 2025”示范城市谱写浓
墨重彩的一笔。这款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本月已
进入量产阶段，即将向全球推出。
目前，因技术、设施和成本等因素，纯电动车尚
未完全大批量投用，加之汽车智能化、电气化大势所
趋，微混动力方案或成为新能源车较好的解决方
案。而在节能减排、提高燃油经济性方面，48V 系统
更具经济效益。
未来，汽车附件更多地由液压驱动或机械驱动
转为电力驱动。均胜电子公司旗下的普瑞公司和奔
驰合作，采用 48V 和 12V 系统联合供电方案，如起
停、转向、制动器、空调，乃至电机助力、制动能量回

收、辅助制动、启动加速、改善低速发动机扭矩不足
等都将变得更轻松自如，关键是还能满足智能驾驶
的电子件不断升高的动力需求。此外，48V 系统无
需像纯电动车那样需要绝缘处理，
成本更低。
据专家介绍，这种联合供电方案不仅是双电压
电气系统架构的创新，也是 BMS 软件方面所取得的
重大成就。技术优势上，48V 系统能让主机厂得以
运用多种节油技术，还具有体积小、适配范围广、节
能减排效果显著且经济性高等优势。而对驾乘者来
说，48V 系统汽车的驾驶感受与常规动力总成系统
无异，但动力却提升了 20%以上，还能为自动驾驶甚
至无人驾驶，以及其他诸如安全系统等提供额外的
动力。
48V 系统因在节能减排、提高性能、助推汽车电
气化方面出色，正受到奔驰、宝马、通用等主流车企
追捧。据业内人士预测，到 2025 年，这一系统将被
应用到 1100 万辆汽车中，或占混动车总量一半以
上。

喷码被涂抹的百威啤酒。

涂抹啤酒喷码赚差价
涉事供应商与餐饮店被立案查处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宣文） 近日，余
姚市市场监管局丈亭所在开展日常检查时发现，
辖区
一餐馆内有 9 箱 460 毫升装的百威啤酒，其包装箱及
瓶身上的生产日期喷码的最后两位数字均被涂掉。
执法人员当场查扣了这批啤酒。
商家为何要涂掉这个重要的喷码？为了防止店
家向供应商通风报信，执法人员决定当天中午对该
酒水供应商进行突击检查。
在现场，执法人员又发现了 13 箱同样喷码被涂
抹的啤酒。通过询问供应商，执法人员了解到该批
次啤酒的售出情况，又检查了辖区内 11 家餐饮店，
并在其中的 4 家餐饮店内发现喷码被涂抹的啤酒。
执法人员对上述啤酒及相关物品依法扣押后，
又与百威啤酒宁波办事处相关人员取得了联系。通
过专业人士鉴定，
这些百威啤酒并非假冒产品。
既然是真货，为什么还要涂改喷码呢？据百威
啤酒宁波办事处相关人员反映，为了防止恶性价格
竞争，百威公司内部有一套完善的惩处机制，通过喷
码可以掌握啤酒的生产销售区域，各地销售商不得
随意跨地区“窜货”，扰乱本地市场秩序，否则将给予
严惩。
该酒水供应商之所以涂改喷码，
是因为这些啤酒
并不是宁波地区的货源，
而是从外地销售商处跨区域
低价进来的货，
通过不同区域货品之间的价格差来赚
取差价，并以低于宁波地区的市场价来打价格战，涂
改喷码主要是为了防止百威公司的内部惩处。
据了解，生产日期喷码最后两位数字代表啤酒
的生产企业及生产企业的相关合法资质信息，是产
品质量安全溯源的重要凭证，也是《预包装食品标签
通则》规定的强制标注内容。本案中，供应商涂改喷
码的行为既破坏了食品质量安全溯源渠道，也违反
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此次突击检查中，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共查获故
意涂改喷码的百威啤酒 48 箱，并根据《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对涉事的酒水供应商与餐饮店进行立
案查处。

巴氏鲜奶好，老百姓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喝牛奶好处多，
认为牛奶是个好东西。但
事实上，真正喝什么奶好？很多消费者弄不清，甚至有些
消费者谈到中国奶业就心存疑虑。

地产牛奶可以放心饮用，喝奶不再有顾虑
“现在我国奶业检测是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甚至说是最苛刻的。国家食药监总局每年的检测经费有 4
个多亿，其中有 25％用于奶业的检测。没有哪个国家，哪
个历史时期，
有我们目前对奶业监管如此严苛。
”
中国奶业
协会会长高鸿宾说。
“食品安全法告诉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产品生产合
格。
”
宁波牛奶集团副总经理廉立伟说，
国家及本市级对宁
波牛奶集团的质检抽检次数就达到每年 3000 多次，按照
新的食安法，
对于产品质量，企业没有心存侥幸的余地。
据了解，宁波牛奶集团这几年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包

括在海外收购澳洲牧场、国内自建生态牧场来优化奶源，
完善冷链、更换生产线、进行各种国际体系认证、强化内部
检测程序来严格把控产品质量。
“消费者谈到奶业心存疑虑，
其根本原因是：
大家对奶
企还不够了解，对生产过程不够了解。”廉立伟说，作为省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宁波牛奶集团早从 2003 年开始，就对
外展开了工业旅游常态化参观项目，
目的就是让消费者通
过实地体验，
解开疑虑,让企业生产过程在阳光下运行。

喝牛奶，当然越新鲜越好
常温奶(纯牛奶)，又称“牛奶罐头”，确实方便携带，保
质期可达 6 个月，但你知道吗？常温奶在经过 135℃－
150℃瞬间超高温灭菌的过程中，杀灭了包括有益菌在内
的所有细菌，也破坏了活性营养物质，只保留了脂肪与蛋
白质等基本成分。

公共营养师程巢宣认为，
决定牛奶营养和天然属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鲜度，
新鲜的东西所含的营养成分较
易为人体所吸收。喝牛奶贵在鲜活，这个“鲜”有三点：一
是生鲜，
原料使用生鲜乳；
二是保鲜，
满足杀菌要求的前提
下，热处理的温度越低，牛奶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保留得
越多，如巴氏鲜奶，采用的是较低强度的 85℃杀菌工艺；
三是存鲜，要冷链贮存和运输销售，保留牛奶的新鲜和营
养，
地产的牛奶运输与冷链方面更有优势。
乳品技术专家杜群军更是形象地称“按营养价值看，
巴氏鲜奶是金，
酸奶是银，
奶粉是铜，
常温奶是铁”
。
“有的消费者原本想买的是酸奶，
可一不留神，
错把乳
酸菌饮料当酸奶买回家了，
这种现象很常见。事实上，
含乳
饮料和乳酸饮料在加工工艺、配料成分、营养价值等方面，
远远比不上酸奶和鲜奶，
其营养价值较低。
”
程巢宣说，
如果
喝牛奶，
应选择每天配送的巴氏鲜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