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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镇海分行
开展“硬币回笼大篷车”活动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普
及，硬币的使用率和流通率逐年降
低，使得不少硬币都堆积“沉睡”在老
百姓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
资源浪费。为激活社会上沉淀的大
量硬币，中行镇海分行走进周边社区
和菜场，开展“硬币回笼大篷车”活
动，让沉睡的硬币循环起来。

通过活动前期微信、短信等多种
形式的宣传，附近的老百姓一早就带
着一罐罐的硬币前来等待。在活动
过程中。老百姓对这个可以清点硬
币的机器充满了好奇，附近的商户
纷纷找出闲置的硬币，亲身体验了
一下硬币清点机的便捷。通过本次
活动，“沉睡”多年的硬币化零为整，
减少了保存保管压力，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好评。

活动当日，中行镇海分行的志愿
者们负责秩序维持、现场答疑、残损
币挑剔、现金统计、登记等工作，共
计收兑硬币 33134 枚，兑换金额
9290元。 包佳

“中银爱之队”
联合云丰社区举办
重阳节演出活动

近日，中行海曙世纪苑支行“中
银爱之队”联合云丰社区举行了“辉
煌七十，喜迎国庆，爱在邻里,温暖重
阳”重阳节文艺演出暨“儿女再行动”
项目活动。

本次演出邀请了社区老年兴趣
团队，共同参与节目表演，给社区老
人们带来了一场轻松愉快的演出。

“中银爱之队”在为老人们送去温暖
节目的同时，还在活动现场设置宣传
摊位，向社区的居民积极宣传银行金
融知识。演出结束后，“中银爱之队”
带上节日慰问品看望社区两位古稀
老人，将敬老爱老精神落到实处。

包佳

工行宁波市分行
创新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近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依托科技、渠道、人员等优势，
着力通过业务流程改造、创新产品应用、运营模式革新和场
景建设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助力民生的能力，
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客户提供了更为便捷、快速和高效的服
务，创新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

在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方面，工行宁波市分行着力优化
企业开户服务，从“让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理念出发，通
过整合资源，推行“账户通”线上便捷开户，全面落实取消企
业银行账户开户许可政策，持续完善系统功能，优化对公开
户流程，为广大企业客户推出全渠道开户服务，实现了企业
开户“最多跑一次”。

目前九成以上的个人业务都可以通过工商银行的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自助办理。工行
宁波市分行的“个人公积金纯商业贷款的网上自提功能”，只
需首次在银行完成面签，就能通过“融e联”和手机银行两种
渠道自助办理。 沈颖俊

为了进一步提高平安宁波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
率，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期兴业银行
宁波分行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波”总目标，充分调动辖
下网点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在打造安全金融环境领域做
了一系列努力。

首先，兴业银行宁波分行从实际需求和消费者体验出
发，通过LED跑马屏持续滚动播放与电子海报、报纸等各种
渠道宣传平安金融相关内容。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网络安全、
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支付清算、反假币、
反洗钱、征信等知识，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宣讲工
作，用切实的行动和互联网思维为客户创造更为安心的金融
环境。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还印制500份《平安宁波宣传手册》，
准备在辖下各个网点和部分学校、社区对市民进行发放，进一
步宣传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知识，提升“平安三率”知晓度。

其次，面对客户最关心的账户和资金安全问题，兴业银行
宁波分行加快推进新技术在资金安全与风险防控领域的应用，
不断增强安全防范措施，采取多种措施守卫客户账户安全，全力
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以账户实名制管理为例，对
于单位和个人递交的所有开户申请，该行对相关证照原件进行
有效性与真实性审核，同时借助人脸识别系统，进一步强化客户
身份识别。目前该行开户业务受理渠道已达到人脸识别系统全
覆盖，个人客户只有在系统人证比对通过后，方可办理后续开户
业务，从系统硬控上实现账户安全管理要求。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顺应消费者金融需求变化，不断丰富金融产品，优化业务
流程，创新服务模式，延伸服务半径，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提
升服务品质和消费者满意度。 王巧艳

建行宁波市分行
三大举措创新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

建行宁波市分行第二批主题教育工作
安排精细、组织有力、推动有序，对照督导任
务清单开展现场督导工作，并将第一批成功
经验以及相关要求向下传达。各支行领导
班子坚持从实际出发，压实责任，与实践融
合，进度和成效突出。

一是率先行动，抓好先学先改工作。分
行党委学习借鉴第一批主题教育实践经验，
首先深入开展学习，深化思想认识。为各级
党组织和160余名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配发10本主题教育书籍，组织开展学习。

二是突出顶层设计，确保各项举措落地
见效。分行首先强化组织领导，细化具体举
措。明确6项工作安排和12项具体工作措
施，为支行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提供指引，
同时加强督促指导，做到有的放矢。

三是创新特色活动，激发主题教育活
力。分行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教育的主线，通
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研讨形式，聚焦主
题，开展学习。 石志藏 郑静芳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多措并举创建守护平安金融

鄞州银行
积极开展新版人民币宣传推广工作

2019年新版人民币发行后，鄞州银行
持续开展宣传推广工作。

一是建立柜台、厅堂货币宣传的常态
化机制。在客户等候办理业务的时间，利
用微沙龙等方式向客户普及介绍新版人民
币的防伪小知识，同时积极引导客户参加
网络调查问卷。

二是开展进社区、进学校集中宣传的
多渠道推广。在社区、学校设置金融服务
台，向群众发放宣传折页，工作人员拿着新
旧两版人民币实物，对照着宣传折页上的
知识点，耐心向群众普及防伪知识。

三是走访超市、商场，面对面正确引
导。各网点通过走访周边的超市、商场等，
向商户宣传新版人民币防伪知识，提示使
用点钞机的商户要及时联系机具厂家进行
点钞机的升级工作，以便能正确识别2019
年新版人民币，避免因机具无法识别造成
的纠纷。 杨鲁

旧货回收
●高价收一切旧货 13586580881 严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

法律服务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56281878

●集士港白岳一层钢结构840m2

出租，层高8米。13777075595

出租转让
精装办公房、商铺出租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旺铺十三间
马园路 169 号 6 楼办公房 630㎡
镇明路 36 号中信银行大厦 29 层
办公房 1100㎡出租 13081901628

服装加工
●定做工作服 15001981650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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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
正规公墓，位于阿育王寺大
门正南面（过铁路桥洞往左
50米）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元，(约2-3平方米壹穴),
来必接送。公交 155 路、
162路、到育王寺站下车或
轻轨一号线宝幢站下车。
预约电话：88339061

13567920891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1、位于鄞州区堇山中路（风
格城事），面积约 160㎡；
2、位于海曙区望春新西城
菜场旁，面积约 260㎡。
宋先生 18058279808

店面转让或出租

厂房出租
宁波市鄞州区百宁街 99 号矮柳工业园区，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现有一栋 1—4层标准工业
厂房出租，单层建筑面积 1110平方，一楼层高 4.8
米，二至四楼层高 4.2 米，可单层出租。环境清
雅，安全有序，可用于办公、仓储、环保工厂。

百宁街97号独立院内有两层办公、仓储及经
营用房出租，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可分租。
以上房产出租价格面议，欢迎致电：87155606

87155636 13605884461

宁波市龙一公墓
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

规公墓，位于宁波市殡仪馆旁，
款式齐全、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约2-3m2墓穴）。

交通：公交789、788石龙线
下车步行 250 米，一号线东环
南路 2 公里。免费来回接送，
（清明时间没有交通管制）。

联系电话：88331861、
13065698269、13008902047

民政部门批准的正规墓
园，位于大隐镇，环境
优美，南面靠近玉佛寺
边上入口，东面通途路
到底桥下入口，交通方
便，为客人免费接送。
电话：0574-62915168
13957891168 13605749657

余姚大隐 福寿墓园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
减至2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象山县陆家商业广场管理

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20万元人民币减至

12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慈溪市西三港务服务中心

减资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清算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宁波市鄞州

吉众五金机械厂（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30212790058599Y）
拟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
人独资企业将清算注销。原个
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由原投资
人承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
司对原个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吉众五金机械厂

个人征婚
招上门丈夫,丧偶女65岁，肤
白显年轻，退休劳保高，独居市
区大套低层住宅，喜欢旅游和
音乐，一个人生活连个说说话
的人都没有实在孤单，特别是
生病时身旁无人关爱倍感凄
凉，现诚寻一位身体健康，有爱
心的男士一起度过幸福晚年，
经济、地区不限，有缘尽快生活
在一起，期待你的来电。
联系电话：13296857652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10亿元人民币减
至72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艾美荣誉生物技术（宁波）

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办理地址：海曙区碶闸街58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分类广告 56118880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宁波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青檬食品商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330201MA2GT7TE1K，现 拟
转型升级变更为宁波青檬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原个体工商户若
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
务，仍由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承担。 经营者：张庆良

31611部队既有营房抗
震加固及节能改造工程，工程
总投资1112万左右，有意向
单位来电咨询。联系人：
邹先生13065686818
王先生13185997186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路56号

招标信息●被保险人：胡庆海，保单号
ANIB900Y1419B035258Z，保
单流水号CFBA1906835764,遗
失太平洋保险公司保单一份
特此声明遗失
●宁波港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华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正本
航运提单一式三份,船名/航
次SEASPAN AMAZON
013E，目的港BALTIMORE,
MD,集装箱号SEGU5765
563/HLB6144880/40HQ，
提单号码CCFNGB1923862，
签发日期2019.08.24,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胡丽芬遗失太平洋
保险公司保单，保单号ANIB9
00Y1418B067601L，保单流水
号CFBA1818258483声明作废
●邵立章遗失中国人寿财险商业
险保单一份，流水号为19100
03425，声明作废。

●东方日升（宁波）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郭轩个人名章一枚
声明作废。●宁波高新区智慧绿城建设有限
公司遗失宁波智慧城市软件研
发推广产业基地GX03-01-21
-01地块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编号：甬高新房预许字（2015）
第004号，颁布日期2015年
8月10日，声明作废。●宁波市明殷汽车客运出租公司
遗失商业险保单，号码：1810
198454，交强险保单，号码：
1810159375，车牌浙BT7049，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耀麒商贸有

限公司

●窦文娟2013年5月遗失身份证
号码610429199012053767
声明作废
●余姚科俊熠美医疗诊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亿亿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820
204664声明作废
●朱亚飞于2019年10月16日
遗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商
业险保险单单证，单证号0019
0000173745，保单号66307080
220190004648，特此声明。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清算公告
个人独资企业宁波市海曙

龙观秉机械厂（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203MA284QD46P）
拟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
人独资企业将清算注销。原个
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由原投资
人承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
司对原个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龙观秉机械厂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

561188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