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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下午，民生银行宁波分行
在威斯汀酒店开展了“‘共创·共享·共
赢’宁波制造2025”企业精英荟主题活
动，这是宁波分行举行的第二场“企业
精英荟”活动，在宁波作为“中国制造
2025”首个试点城市的政策环境下，旨
在为银企在转型发展阶段进一步携手
共进、共谋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
平台。

活动开场，民生银行总行副行长石
杰作了欢迎致辞，在致辞中表示，民生银
行将以全新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支持宁
波制造2025，为企业提供一系列便捷的
金融服务，不离“为民营经济、实体经济
服务”的初衷，坚持“改革创新促发展、服
务客户为己任”的理念，以服务实体经济
为导向，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方式，通过多
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支持制造业实

现转型升级，实现民生银行与优秀企业
的共创、共享、共赢。

民生银行宁波分行行长万恩平作了
感谢致辞，在致辞中感谢广大客户一直
以来对宁波民生的支持，并表态宁波民
生在新形势下甘当重任，与宁波企业客
户携手同行、共赴发展，践行民生银行的
使命：为民而生，与民共生。

民生银行针对“宁波制造2025”成
立战略工作小组，为宁波制造2025量身
定制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此次举办的

“企业精英荟”活动，正是民生银行服务
宁波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一
个缩影。在“宁波制造2025”的发展道
路上，相信民生银行宁波分行必将“常伴
实体经济左右，共见转型未来”，助力宁
波快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宁波制
造”，缔造出更加辉煌的明天。

近日，一款由太平人寿开发的“太平
超e保医疗保险”产品，一经推出就引爆
市场。它以全面的医疗覆盖范围和极低
的价格，当之无愧成为医疗保险市场中
的“网红”产品。“太平超e保医疗保险”
与市面上的重疾产品互为补充，它的热
销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医疗保险产品
的强烈需求。

太平人寿相关负责人介绍，“太平
超 e 保医疗保险”一年保费最低 138
元，平均每天不到0.4元。而低保费并
非意味着低保障，相反该款产品不限
社保目录，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公立
医院普通部无论是自费药还是进口药
都在保险范围，一年最高赔付高达604
万。

以客户钟先生为例：钟先生今年30
岁，有社保，购买了“太平超e保医疗保

险”，首年所缴保费仅为288元。钟先生
所享有的保险权益有：一般医疗保险金
最高300万元，1万元的年免赔额；恶性
肿瘤医疗保险金最高300万元，针对恶
性肿瘤的医疗费用给付无年免赔额限
制；恶性肿瘤住院津贴最高4万元，共计
高达604万的医疗保障。

太平人寿作为中管单位中国太平
保险集团旗下专业寿险公司，一直积极
参与到大病医保等项目，不断推出普惠
型大病医疗保障产品。线下，有适合中
高端人群的康悦和医无忧两款医疗保
险产品；线上，则主推极具价格优势的
普惠型“太平超 e保医疗保险”产品。
这样一来，无论是中高端人群，还是低
收入人群，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保
险产品，从而让保险真正回归到保障功
能上来。

低保费、高保障、广覆盖

太平人寿推出
“太平超e保医疗保险”

近日，资金面紧张局面未见缓解。
受此影响，货币基金收益率明显走高。
目前操作更灵活的“小众”产品——短期
理财债券基金成为公募基金布局重点。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一段时间的货
币政策或仍然以“偏紧”为主，目前短期
理财产品的风险收益比较好；与其等
待，不如把握住短端利率的机会。

短期理财基金优势凸显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银行体系的流动
性处于偏紧状态，货币政策处收缩阶段。

在此影响下，相关数据显示，多只
短期理财基金今年以来获得较高收益
率，远超平均水平。统计显示，截至5月
底，今年以来全市场排名前1%的类货
币产品中，超过半数为短期理财基金。

截至6月10日，今年以来短期理财
基金 A 类份额的平均净值增长率为
1.4751%，短期理财基金B/C类份额的
平均净值增长率为1.6256%。

在偏紧的流动性下，公募基金正

在加紧布局短期理财类基金。目前正
在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至少有4只。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银行同业存款是
短期理财基金的主要投资标的，同业存
款、大额存单、协议式回购的收益率抬升，
有望带动短期理财基金收益同向变动。

“提前准备好子弹”

从大类配置角度来看，今年以来，
股票和债券的不确定性较大，相比而
言，短端利率的确定性高于股票和债
券。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是投资短期理
财基金相对从容的时点。

同业存单利率高企，意味着高资金
成本的环境下，短期债券市场很难有较
强的表现。

在配置上，对债市以观望为主，未
来即使投资，也建议重点关注AAA信
用债。目前债券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
力还没有充分释放风险，可能真正配置
仍要静待7、8月份的机会。但不妨提前
把子弹准备好。

中国银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持续为国内外中小企业跨境发展提供良
好平台。日前，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主办，泰
国中华总商会、中银（香港）、中银（泰国）

承办的“泰国跨境投资与贸易合作洽谈
会”在泰国曼谷隆重召开。泰国副总理颂
吉阁下、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张
佩东女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
长刘强先生出席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组织中小企业赴泰国
参加跨境投资与贸易合作洽谈会

短期理财基金迎发行小阳春

“共创·共享·共赢”宁波制造2025

民生银行搭建
“企业精英荟”高端平台

中国银行慈溪分行组织员工相约慈溪公益彩跑
中国银行慈溪分行近日参加由慈

溪市妇联联合慈溪市滨海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龙山镇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的
公益彩跑活动，并向慈溪巾帼公益社

捐赠了公益金，定向用于全市妇女儿
童发展服务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担
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企业形
象。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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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教师教高中物理13586516209

博纳书院★魏老师教育
高中：数.物.化.英.生.地.语
初中：语文.数学.科学.英语
小学：蛟川奥数、培优语文
海曙87882437、鄞州87882471
余姚62850317、慈溪63810871
镇海86251225百丈路87882417

旧货回收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收空调饭店宾馆等13486602666
●高价收一切旧货13065602887张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81100126陶

搬家搬厂

二手车市

调查咨询

物业转让
汽车美容店转让生意火爆
接收即可营业13738860887

●海曙四星酒店一楼二楼700平
方店面转租 13065848888姜

●家有急事宁波大学周边零食铺
转让55㎡无转让费13336628802

江东北路367号仓库出租
250平方仓库出租13071912023余

分类信息 56118880
刊登热线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699 号 601 室

前途招聘 声明公告

神洲调查87289267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诚招：喷漆梳子师傅熟练工义
乌工作待遇优13906891298吴

高价购二手轿车
货车面包车皮卡车13185991787翁

小学段、学前段中方教
师及助教若干名，要求
教师资格证、2年以上教
育教学经验、英语 6 级
或同等水平、中英文沟
通良好，小学段教师需
研究生学历、学前段教
师及助教需本科学历。
待 遇 面 议 ，联 系 电 话
87916106陈老师

宁波国际学校诚聘
一、统计：女，2 名 35-52 岁，从
事统计工作优先
二、驾驶员：男2名，要求C照以
上，本地人
三、装饰设计：2名，能熟练操作
CAD软件
四、业务员：男，30 岁以上，（从
事相关工作者优先）；
五、仓管：2名，开叉车优先
地址：宁波鄞州兴宁路258号
电话：87892105 13905746461

宁波新型建筑装璜材料有限公司急聘

舟山有机械厂招国际贸易经验
2年以上，英语六级。月薪5000
元起并有提成，欢迎优秀舟山
人才回家13957221880夏总

舟山市鲨鱼制药
机械有限公司招聘

中 医 执 业（或 主 治）
医 师 ，中 药 士 丶 护 士
电 话 ：15857413438

招 聘
益 庆 堂 中 医 门 诊 部

1时间自由（上午8:30至11点）
2岗位自选（助理、主任、员工)
3待遇自选（1800至5000）
4要求宽松（35岁以上的本地女
性为主）电话：15158310869
地址中山西路81890楼上902室

家门前的工作德隆颐乐

1. 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摇臂
钻、会看图纸，有工作经验。
2.金工工艺员，45-50周岁，懂金
工生产工艺，有工作经验。
联系电话：18067112717
海曙区洞桥镇洞振路168号

震德机械招聘

2017年宁波市宗瑞青少年宫
招聘非事业编制教师

宁波市宗瑞青少年宫地处江北区江井园巷13号，现因单位
工作需要，拟招聘非事业编制教学顾问、器乐、声乐、科技、计算
机、美术、舞蹈教师各一名。

工薪编制情况：事业外编制，劳动合同由劳务派遣公司代
理，缴纳“五险一金” ；年薪面谈；住宿自理。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6月18日
报名材料投递：951196463@qq.com
联系人：管老师，55122923

甬旺房产厂房出售
北仑小港主路30亩2万平急5000万
北仑小港4/5/6 亩 3000平 780万起
北仑大港10/8.5亩7000平1350万起
江北庄桥2套7/8.5亩6000平1600万起
镇海庄市3套8/14/27亩9000平2300万起
骆驼边2套20/25亩10000平方急3000万

急征房源15105741188席娟
骆 驼 新 厂 15 亩 6000 平 2200 万
江北余姚交界3/5/15/25亩5000平350万起
云龙横溪5亩10亩20亩7000平1150万起
镇海蛟川新厂6亩 5000平 1000万
江口甬临线15/25亩7000平价面议

急征房源15258280313小胡
姜山主路2套3/5亩 3000平价面议
洞桥工业区3/28亩 1.5 平 480万起
江北厂房 4/12 亩 3000 平 900 万起
大隐新厂有行车5亩6000平900万起
横街主路3/5/7亩6000平850万起2套

急征房源15105749933小玉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818厂房网求购厂房

位于鄞州南部商务区，共两层，
一楼 700 多 m2，二楼 700 多 m2

（设有包厢），客源稳定，饭店证
件齐全，因本人另有行业发展，
现转让。叶女士18395920682

大食堂转让

高桥盛世郦都94平方精装带家
电家具140万集仕港广昇新村简
装房出租 110 平方，1600 元/月
设备出售：精密推台锯，手动
缝边机九成新出售。
电话：13605745821 旧钗车出售

房屋出售出租

现火爆经营中，接手即可经营；
楼上楼下255m2左右，门面宽敞，
也可经营面包店、咖啡厅等；因
个人原因不能继续经营 价格
面 议 非诚勿扰 13605885749

城隍庙餐饮转让

因本人急需资金现出售东钱湖
莫枝嘉悦生活广场一楼店铺一
间（26.69平方米）高5米左右，有
电影院地下大型超市等等，人气
旺，商业房产证证件齐全。价格
64万。联系人13216690180胡

出售旺铺

专利转让合作
有样品，有关产品，配件的样
品都齐全。因本人实力有限，
现欲转让或者合作，有意者
联系18167208009，非诚勿扰

办公房出租或出售
海曙苍松路 151 号天海
大厦 19 楼，面积 750m2，
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电话：13336677178 叶

位 于 徐 戎 路 ，面 积 200
多 平 方 ，价 格 面 议 。
联系电话：13957830036

饭店转让

位于镇海经济开发区金元路
208 号，占地面积 18000m2，
厂 房 使 用 面 积 8670m2 。
交 通方便，欢迎有意者前来
洽谈。成小姐：13566315122

厂房出租或转让

24小时电话：400-811-4004
0574-87659814

宁波永逸殡葬公司

生前契约白事服务

多层住宅 150m2至 190m2，
4700元/m2

多层住宅132m2，5800元/m2

周边超市，银行、菜场、公交
一应俱全，欢迎现场看房！
电话：18905748133 毛

海曙横街中心房屋出售

厂房出售
位于奉化区松岙镇，厂房土地
4.7 亩，厂房 2700 平方有房产
证，另外厂房 544 平方土地
无 证 ，位 置 佳 ，价 格 面 议 。
电话：15258113317

招 聘
电信接线客服人员

职责:接听用户来电,解答客户咨
询及问题,有夜班。
要求:女性,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
历,普通话标准,口齿清晰;熟悉电
脑操作,打字速度快;有较强的服
务意识。
待遇:缴纳社保,有住宿，有良好的
福利制度,公司提供带薪培训;转正
后月薪3500元以上,无保底任务。
联系电话:87175981朱小姐
地点:亚细亚写字楼

宁波高新区新城市政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是100%国有控股
公司，公司主营环卫保洁、绿化
养护、市政养护等业务。现因
业务需要，诚聘以下岗位：
绿化管理员1名，要求具有绿化
园林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车队管理员1名，要求具有财会
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车队驾驶员1名，执 B2 以上驾
照、5年以上大车驾龄46岁以下；
联系电话：87910710金小姐
地址：宁波高新区清水桥路36号

宁波高新区新城市政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诚聘

乐缘婚介
郊区女68，有劳保，肤白显
年轻，诚找年龄相仿的男
士，要求性格好，身体健
康，牵手过夕阳红。为答
谢新老客户这十多年来的
支持，本婚介专为中、老年
单身男女相亲，免费登记，
来者随带证件，非诚勿扰！
电话:15558310919

友情提醒：使用本栏目征婚信息请注意查验对方相关个人资料。因广告审查仅
涉及《广告法》要求的相关内容，敬请应征者注意自我保护。

●刘国罚遗失货运资格证一
本，证件号码:33020600
20011000079，声明作废
●遗失单位名称德国虎哥控
股有限公司宁波代表处代
码证号761450129组织机
构代码证书正本声明作废

●招学大车B213306617808吕教练

驾驶培训

●宁波市鄞州高桥众合塑料
包装厂遗失宁波市鄞州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07
月0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
号：330212608557813，
声明作废

个人征婚
本人55岁宁波本地男，离
异，目前自营一家公司收
入较好，想找一位40岁以
下高160以上素质修养较
好能吃苦耐劳愿意一起经
商打拼，户籍不限文化中
等，单身或短婚无育的女
性 为 伴 ，有 意 者 联 系
13429267878 拒 绝 婚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