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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落实“放管
服”和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要
求，华夏银行宁波分行以进一步提升客
户开户服务体验为根本出发点，采用六
大举措助推实体经济服务，优化企业开
户流程，提升客户体验。

举措一 电子渠道预约开户 关注
“华夏银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可在公众
号上直接选择最近的华夏银行宁波分
行网点办理企业开户预约业务。

举措二 提前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完
善企业开户资料 了解开户企业工商基本
信息、股权分配结构和受益人信息等信息，
提前开展资料收集工作，节约开户时间。

举措三 整合各类结算服务申请表
单 整合支付密码器、网银开通、短信提
醒、自助回单机等多种业务申请表单，
通过《综合签约申请表》一表实现，减少

客户单据填写。
举措四 运用技术手段，推广填单

机服务 上线预填单系统，自动对接工
商登记信息，快速识别核验客户身份，
自动生成并打印开户申请书信息，加速
业务办理时效。

举措五 前后台分工合作，加快业
务办理效率 网点前台柜员负责业务操
作，分行后台人员完成业务审核，精细
化分工管理进一步降低客户业务等待
时间，强化业务质效，提升体验。

举措六 切实提升小微企业开户服
务质量 华夏银行致力于“中小企业战
略服务商”的市场定位，网点设立对公
开户专柜，对开单位开户不收取任何服
务性质费用。并不断创新与小微企业
经营特点相契合的支付结算产品，减免
小微企业询证费用，努力提升小微企业
开户服务广度和深度。

7月 12日，2018“陈设中国·晶麒麟
奖”空间光影设计奖颁奖仪式在宁波和义
大道购物中心举行，位于和义大道购物中
心C区3楼的“最上火锅·鲜吧”以其独具
一格的装修风格和空间设计成功获此殊
荣。

“陈设中国·晶麒麟奖”是2010年由中
国室内装饰协会陈设艺术专业委员会

“ADCC”创立，是中国陈设艺术门类中极
具表率性和说服力的专业奖项。今年第九
届“陈设中国·晶麒麟奖”第一次创新性的
提出了“空间光影设计奖”，这一奖项专为
最优秀的室内照明设计师孵化而设置，鼓
励照明从业者探索照明设计在室内领域
的创新和专业引领，并以此促进照明业界
设计和产品创新，推进照明产业的进步。

6月 30日，2018“陈设中国·晶麒麟
奖”正式揭晓获奖者名单，由Unolai De-
sign Group设计的“最上火锅·鲜吧”作
品荣获2018“陈设中国·晶麒麟奖”空间光
影设计奖。

餐厅的照明设计依据室内的三个初
始概念：“市集”、“新鲜”及“盛宴”延伸发

展而成，自入口处开始便以暖黄光烘托大
面积的原木陈列，给予顾客温暖、宾至如
归的感受，并以富戏剧性的红光点缀柱体
墙面上国画大师丰子恺的画作破题，引人
入胜。

用餐区搭配室内设计大量运用的紫
铜、镜面材质，灯光以提亮木头、石材等异
材质拼贴为辅，创造空间延伸感，运用装
饰灯具堆栈奢华感，同时聚焦桌面食材，
增加视觉上的就餐体验。藉由廊道幽暗
的灯光引导进入包厢区，照明设计加强了
此区域光亮度的对比，加强艺术品与花艺
的静态展现效果。 余涌

7月7日晚，宁波利星奔驰举行腾
势电动汽车的入驻开业仪式，宁波利星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厚才先生
正式宣布腾势电动汽车入驻宁波利星。

2018年全新上市的腾势500，造型
设计整体感知更加时尚运动；采用比亚
迪领先的三电技术，电池容量升级至
70kWh，百公里能耗仅为15.9kWh；在
首批EV-TEST测试中，腾势获得五星
评分；搭载DENZA Link智能互联系
统，让车主随时随地与爱车互联互通。

自2017年起，腾势正式在奔驰联
合经销商店提供腾势的销售或售后服
务，开启了渠道向上的发展战略。奔驰
核心经销商集团选择加强与腾势的合
作，不仅因为腾势与奔驰产品同质同
源，对于此前没有纯电动汽车产品的奔
驰而言，腾势纯电动汽车将是一次有益
的补充。2018年腾势继续加强与奔驰
核心战略经销商集团的合作，计划进入
20多个城市的近30家奔驰店，覆盖全
国一线和绝大部分的省会城市。

近日，在宁波海关的大力支持与配
合下，中行宁波市分行成功为某企业开
立全市首笔电子汇总征税保函，该行也
成为宁波市首家与宁波海关实现保函
信息线上对接的商业银行，开辟中国银
行同宁波海关之间担保数据电子传输
新渠道。

中行宁波市分行通过CES网银在

线办理保函业务，为企业提供更加贴
心、优质与高效的金融服务。未来，该
行将以此次率先推出“单一窗口”项下
电子汇总征税保函为契机，继续积极响
应国家“单一窗口”建设及海关科技化
改革，让更多企业了解海关新政并切实
享受新政便利，用实际行动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 包佳

近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在全国100
个重点城市发起了旨在改善网点服务面
貌，全面展示工行的服务品质、服务效率
和服务能力的“温暖服务 百城接力”活
动，工行宁波市分行名列其中。

工行宁波市分行通过开展“媒体开
放日”、“客户体验日”、“行长接待日”、

“网红直播”等体验活动，向社会全面展
示近年来工商银行在服务体制、机制、

渠道、技术和产品上的创新成果，全面
展示服务品质、服务效率与服务能力的
提升成绩。同时，开展“服务体验客户
评”活动，全面接受百姓监督，了解客户
期望，改进服务短板。活动中，工行宁
波市分行通过打造各种有内容、有情
感、有温度、接地气的服务体验，进一步
提升工行服务品牌和社会形象。

沈颖俊

华夏银行宁波分行
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推动改善营商环境

中行宁波市分行成功开立全市首笔电子汇总征税保函

近日，中行镇海分行联合国家外汇
管理局北仑支局举办2018外汇金融普
惠知识宣讲会。

宣讲会上，中行镇海分行对服务贸
易、货物贸易项下的外汇管理政策、措施
及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解读，同时

结合贸易金融普惠产品，指导企业如何
运用银行专业产品和服务来优化外汇资
金资源配置。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仑支局
结合现场企业外汇业务疑问，对个人外
汇、服务贸易、国际收支申报及资本项
目相关外汇业务进行解答。 包佳

工行宁波市分行开展“温暖服务 甬城接力”活动

最上餐厅荣获
2018“陈设中国·晶麒麟奖”空间光影设计奖

中行镇海分行举办2018年外汇金融普惠知识宣讲会

坚持为你更好 腾势入驻宁波利星展厅

近年来，随着网上购物、手机消费等
各种消费的普及应用，电信网络诈骗“套
路”层出不穷。为防范通讯网络诈骗，保
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华夏银行宁波分
行围绕宁波银监局“你我同心，反诈同
行”的主题活动，在全辖12家网点启动
了一系列宣传，积极为广大市民普及防
范通讯网络诈骗知识。下面为您介绍几
点日常生活中需注意的防诈提示：

1.手机短信内的链接最好都别点，
不轻易扫陌生公司二维码，慎装手机客
户端；2.手机收到非本人操作的验证码，

不轻易告诉别人；3.联网的电脑和智能
手机，应安装兴誉良好的防火墙软件，
不随意用陌生人的U盘；4.遇到汇款要
求，即使是熟人，也要查清对方情况，对
方公司的资质，不轻易汇款；5.国家机关
从未设立过所谓的“安全帐户”，绝不会
要求任何公民进行转帐和汇款；6.遇到
可疑电话或短信，不轻信、不理睬、不回
复、不要随意泄露个人信息和银行存储
信息；7.当您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时，请第
一时间挂失，同时尽快到银行网点和公
安机关取得“本人拥有银行卡”的证据。

反通讯网络欺诈 华夏银行帮您精准防范

宁波第二百货商店一年一次的纳凉
购物节清爽来袭！据悉，即日至7月 15
日，全店夏令商品低至35折，衣柜里缺的
连衣裙、吊带裙、防晒衣都可以囤起来！
更有整点“满额返”活动刺激你的小心脏，
活动期间，每天11:00，14:00和17:00三
个时间点，当天购物累计消费满200元的
顾客就可参加“满额返”电子抽奖活动，
200元消费卡、50元、10元通用现金券、还
有时尚水杯等丰富的礼品等着你哦！

即日起至8月12日，为期一个月的贵
宾积分兑换活动已经开启，二百贵宾会员
可凭相应积分至六楼总服务台兑换陶瓷
削皮刀、玻璃水杯、礼盒毛巾以及晴雨伞、
现金券等礼品。

一楼中国黄金联合“腾讯”推出潮流
金饰专利“emoji系列”饰品，带上“它”让
你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C”位，中国黄金

翡翠、足金和田玉、K金饰品折后再享满
1000元减60元；天王表爆款限时399元一
只，买到就是赚到，雷诺表低至4折；二楼安
踏全场5折，乔丹运动休闲电梯口特卖5
折，沙驰二百特供款特享15折；三楼拉夏贝
尔、7M、圣迪奥等部分女装5至7折，GXG
夏款部分买二送一，太平鸟男装夏款部分5
折，芬怡内衣电梯口特卖10元至299元；四
楼依佈仕女服饰夏款一件5折，二件45折，
三件36折，买多优惠更多，翰孜目部分夏款
5折特惠。五楼美旅拉杆箱500元起，指定
款享8折，男士服饰夏装35折起；六楼童装
35折起购，小阿迪指定款享7折。

7月14日下午，宁波二百为大家准备了
一场“吃瓜”比赛，谁的西瓜吃得快，吃得多，
吃出来的西瓜籽拼出二百LOGO图案用时
最短的选手还有礼物赠送。想参加的亲赶
紧拨打0574-87262828报名吧！ 包佳

宁波二百带你嗨go纳凉购物节

日常打卡宜家已经成为众多宁波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7月12日-7月23日，
宜家宁波五周年庆，万份幸福好礼到店
抽，50款经典家居幸福好物 会员专享特
惠！全城宜粉集结蓝盒子，开启一场幸福
派对！

7月17日-7月19日，连续三场派对，
每晚19∶00-20∶30，带上你的祝福，一起
来庆祝五岁生日吧！和穿着瑞典传统服
饰的女孩牵手，一起跳一支瑞典传统舞；
和闺蜜一起戴上花环，在亲近的舞步中传
递幸福。

店庆期间有全球唯一一只“放大二
十倍的比约熊”等你来合影！对他喊出

“宜家宁波五周年快来”还能点亮他胸前
的小心心哦！快去打卡试试！

宜家五周年庆更准备了超10000份

礼品，保证你百分百中奖。听说一等奖是
价值999元的黑色单人沙发。逛宜家你可
以不买任何产品，但一定逃不开吃。五周
年庆期间在宜家餐厅吃满100就能获得
20元购物抵用券。20元购物抵用券，在商
场任意购买家具及家居类产品满200元就
能使用。所以，在餐厅用完餐再去购物结
算，超划算！

如果因时间冲突无法参加派对，宜家
还准备了限量定制T恤！撞色、潮人、拗造
型！五周年特别定制
的限量情侣T恤，快拎
上你们的朋友一起打
卡认领吧！凭比约熊
合影和在线申请的手
机号就能免费认领！

包佳

宜家宁波五岁 周年庆福利大盘点

2018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于
日前正式登陆宁波，在4天的时间里，训练
营为当地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带来一次精彩
纷呈的交通安全教育之旅。

训练营将继续深化“BMW好司机”文
明交通倡议，通过强调互动性的数字化平
台及多样化的线下文明倡议活动，进一步
带动经销商、车主、员工、合作伙伴等利益
相关方参与，向公众倡导文明出行，持续扩
大社会影响，在全社会营造文明出行的良
好风尚。

训练营还重点关注校园儿童交通安全
教育，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指导下，联合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全面启动

“BMW儿童交通安全大使”进校园活动，

带动经销商、车主及员工作为志愿者，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科学化、规模化、常态化的儿
童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同时，中华慈善总
会宝马爱心基金还将向全国近200所校园
捐赠900套“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魔法箱”，
加速推动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

此外，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还联合
人民交通出版社共同推出儿童交通安全虚
拟现实（VR）互动课程，在2018 BMW儿
童交通安全训练营路演活动中，孩子们不
仅可以通过VR技术，在沉浸式学习中提
升交通安全意识，还能在全新推出的“安安
魔法学院”中，与智能机器人互动，在充满
科技感的氛围中快乐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包佳

悦享安全 文明童行
2018 BMW儿童交通安全训练营宁波欢乐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