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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智博会上周在宁波开幕

慈溪万洋众创城智慧园区百亿项目签约落地
9 月 7 日至 9 日，全球智能经济峰会暨第八届中国
智慧城市技术与应用产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
）
在浙江宁波举办。本届智博会聚焦智能制造、工业互
联网、集成电路、机器人、智慧城市等智能经济重点领
域，共签约项目 34 个，总投资额约 261 亿元。其中，慈
溪万洋众创城智慧园区项目总投资约 100 亿元，在投
资规模上独占鳌头。
据了解，该项目立足慈溪市的区位优势与产业优
势，以创新发展战略为引领，以“入园集聚”为有效路
径，以慈溪市各镇（街道）为依托，按照各镇（街道）产业
特色，一镇一平台，统一规划设计，分期建设，建成集智
造电子商务、仓储物流、生产生活配套、金融服务和智
慧园区管理为一体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平台。
万洋集团总裁吴建明表示，慈溪万洋众创城项目
计划总投资约 100 亿元，总用地约 2000 亩，项目建成
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 200 亿，年综合税收 10 亿元，可
容纳 2000 余家中小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 5 万个以上。
近年来，万洋集团旗下万洋众创城按照“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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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宁波市分行
举办 2018 年下半年
宏观经济与投资策略交流会

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的全新模式，在全
国范围内布局开发建设。目前，万洋众创城已在长三
角、珠三角及国内其他区域重点城市开发了 17 个众创
城项目，面积超 2500 万平方米，吸纳入园企业 5000 余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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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ROG 信仰盛会 竞力势放

中行宁波市鄞州分行
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
“谢谢你们，谢谢中国银行！”环卫工人张阿姨喝着
中行宁波市鄞州四明路支行工作人员递上的矿泉水连
连道谢。
今年入夏以来，宁波地区高温依旧，中行宁波市鄞
州分行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在分行营业部、辖属四明路
支行、江东支行、百丈支行、五乡支行等该行营业网点，
利用“温暖角”为高温下的城市公共服务工作者提供休
息场所，
并免费供应矿泉水、湿巾、藿香正气水、创可贴、
风油精等清凉用品，
向高温下坚守的城市工作者致敬。
活动开展以来，
每个爱心点平均每天接待城市工作
者 10 余人次。炎炎夏日，中行宁波市鄞州分行夏日送
清凉的爱心行动，
得到了广大城市工作者和客户的高度
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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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2 日，ROG 玩家国度在北京凯迪拉
克中心召开了“竞力势放”ROG 信仰盛会。来自包括：
英特尔、英伟达、索尼互动娱乐与魔爪等公司的高层领
导和合作伙伴，及来自全国的媒体、经销商代表与众多
ROG 玩家国度忠实粉丝们共同出席了本次盛会。
从信仰充值到粉丝经济，在专业游戏装备的道路
上，ROG 早已遥遥领先于业界，这几乎是整个科技行
业和广大媒体的共识。
“我们永远追求的是为众多
ROGer 们提供最专业、最领先、体验最好的游戏装备，
最优的游戏装备解决方案，我们坚守‘只为超越’的理
念不会改变，我们追逐信仰、实现信仰的脚步永不停
歇！”华硕电脑开放平台中国区总经理俞元麟先生在
盛会上掷地有声地表示。
“开眼界、体验爽、玩得欢”无疑是此次盛会参与者
的最大感受。据了解，此次 2018 ROG 信仰盛会上，共
发布了包括 PC 游戏、主机游戏和手机游戏在内的三大
游戏高端解决方案，广受大陆消费者期待的 ROG 游戏

手机、ROG STRIX GeForce? RTX 2080 Ti 显卡、
ROG STRIX XG32VQR 和 最 新 Z370- II 主 板 、显
卡、外设等数百款电竞产品分别亮相，可谓是高端信仰
玩家的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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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宁波市分行
小微金融预约开户受青睐
工行宁波市分行小微金融对公开户预约功能自今
年 5 月成功上线以来，宁波近 3000 家企业体验到了该
行开户“线上申请方便快捷，线下开户顺畅高效”的快
捷。
该行小微金融预约开户功能，主要针对已完成“三
证合一”
的企业用户。以手机银行中的
“工银小微金融”
为入口，企业客户只需动动手指：扫描营业执照二维码
或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即可直接回显企业相关信息，
选择需要的结算产品，自主从 15 个账号中选择心仪的
账号，预约附近最方便的网点，即可完成预约流程。然
后根据提示携带相关资料到预约网点快速办理正式开
户。整个开户流程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办理模式，
企业客户仅需到网点一次，
就能完成柜面账户开户及相
关产品领取。
下步，工行宁波市分行还将持续优化企业开户流
程，
进一步提高开户审核效率和准确度，
实现
“让数据多
跑路，
让企业少跑腿”
，
切实为企业办好事、办实事。
沈颖俊

十周年饕餮盛宴

金钟茶城斗茶大赛开赛
9 月 8 日上午,“ 金钟杯”斗茶大赛在金钟茶城举
办。此次活动为“金钟茶城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之
一。
斗茶类别共分绿茶组、红茶组、白茶组、普洱茶组
四大类。本场比赛是第一场绿茶组（龙井）的较量。参
赛经营户翘首以盼，围观群众络绎不绝，宁波女摄影家
协会等成员也闻讯而来，争相拍照。评委们资历深厚，
认真观摩，细嗅茶香，经过两轮盲品后，比赛进入高潮，
最终经由大众评审团投票产生比赛结果。绿茶组“金
奖”花落金钟茶城 F 区 2 号店铺“半岛仙茗”。
“斗茶”是
茶文化的集中展现。该项活动不仅为金钟茶人切磋茶
技、交流心得提供了良好平台，也有助于提高茶叶品
质、推动茶业发展。本月 15、22 日还将进行另外三组
茶的比赛，敬请期待。
赛事预告：9 月 15 日上午 930 红茶组（金骏眉）

近日，中行宁波市分行成功举办 2018 年下半年宏
观经济与投资策略交流会。活动特邀海通证券首席宏
观分析师顾潇啸、百亿私募拾贝投资创始人胡建平分别
做“盛衰相继——2018 年下半年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
展望”
与
“做时间的朋友”
主旨演讲。本次活动两位投资
界大咖为在座客户解读年初以来宏观经济形势及热点
问题，
并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向及投资脉络做预判。中行
宁波市分行 100 余位客户参加。

9 月 15 日下午 230 白茶组（白毫银针）
9 月 22 日上午 930 黑茶组（普洱）
详询热线：
87838338
包佳

小主人体验
“最多跑一次”

宁波二百新店开业 21 周年“金”
喜再现
近期，
去宁波第二百货商店了吗？相信很多甬城百
姓已经听说了前几日早晨宁波二百还没开张门口就排
起长队这件事吧！没错那正是二百新店开业 21 周年庆
预热活动启动啦！要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个“劲爆”的
好消息，
宁波二百龙头品牌
“中国黄金”
旗舰店全新升级
装修以后，将于 9 月 20 日左右正式与甬城百姓见面。
升级过后的中国黄金旗舰店经营面积达 345 平方米，
规
模大，
店内以琳琅满目的多品类珠宝首饰产品为宁波市
民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首饰及投资类产品的选择，
更以国
际化的时尚气息以及优质贴心的服务品质，
将中国黄金
珠宝首饰品牌的形象标准拉升至新的高度。与此同时，

中国黄金裸价甬城预购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9 月 23
日当天，
中国黄金 999 首饰金只售当日投资金条基础金
价，工费另计，势必再掀一波抢购热潮，赶紧一起加入
“抢金”
大战吧！详情也可咨询：
87269820。
同时据悉，二楼男女皮鞋、运动休闲新款亮相、奥
康男鞋 78 折，折后再享满 200 元减 20 元、意尔康男鞋
电梯口特卖 69 元起、阿迪 NEO 短装两件 6 折、李宁全
场 6 折起；三楼、四楼男女服饰开学热卖，新品部分 8
折，夏款出清 3 折起、婚庆系列礼服 68 折、购女装、内衣
秋季款满 800 元送 100 元（女装现金券），全新“装备”，
rea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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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上午，奉化莼湖镇校的 5 名小记者以小小
媒体人的身份走进奉化区税务局莼湖办税点，
在窗口人
员
“手把手”
帮助下，
体验系统操作办税。同时采访前来
办税的纳税人，
了解
“最多跑一次”
相关业务在办税过程
中落地情况。
记者 张峰 通讯员 陈巍 董春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