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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火力全开”
助力进出口企业“买卖全球”

11月5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兴业银行跨境金融一站式服务
平台“兴业单证通”联合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升级推出金融服务板块，面向进出口企
业提供通关、物流、支付、外汇、退税等一站式业务办理。目前已有3000多家进出口企业
签约并通过“单一窗口”或“兴业单证通”，在线办理贸易款项结算、结售汇、海关税费缴纳
等业务，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

据介绍，“兴业单证通”可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涵盖结算、存款、融资、交易、FICC等多
元化金融服务，实现客户“足不出户”、全流程线上化办理各项跨境业务，助力进出口企业贸
易便利化。

跟随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企业“走出去”步伐，兴业银行稳步推进国际化布局，加速
构建全球金融服务体系，目前已形成了境内分行、境外分行、代理行、自贸区分行“四位一
体”的跨境服务网络，与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家代理行建立了包括美元、欧元、
加币、港币等13个币种的清算合作体系，基本覆盖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兴业银行充分发挥集团综合化经营优势，逐步形成以“兴业单证通”为主体，
涵盖“外币负债、跨境贸易金融、跨境资本服务、境外客户金融服务、自贸区业务、全球资
金管理、FICC”等“一体多元”的跨境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截至2019年9月末，该行发放
外币贷款余额127亿美元，居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首，累计实现本外币跨境结算量1451
亿美元。 包佳

工行宁波市分行
146家网点推出“工行驿站”惠民服务

工行宁波市分行自今年8月份起，已在辖内146家营业网点建设推
广“工行驿站”惠民服务，以开放共享日常生活类服务资源为主要形式，
向客户提供“歇歇脚”“喝口水”“充充电”“上上网”等惠民服务，积极践
行“客户为尊，服务如意”的服务文化核心理念。

据了解，工行宁波市分行“工行驿站”建设根据网点面积大小分为
标准配置和特色配置两种。标准配置指利用网点现有空间和服务设
施，向广大劳动者提供空调、休息座椅、饮水设施、手机充电、WiFi无线
上网、公众教育、点验钞机、老花镜等惠民服务设施。特色配置则是在
标准配置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选配提供更多惠民服务。

工行宁波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以“工行驿站”为载体，不断
深耕服务沃土，以金融之魅，惠民生之利，主动顺应社会各界与广大客
户的新期待与新希望，把“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落实到实际行
动中，以更温暖的服务回报广大客户。 沈颖俊

建行余姚泗门支行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建行宁波市余姚泗门支行积极按总行“三大战略”指引，致力发展普惠金融业务，普
惠贷款新增长期列余姚支行前列。今年9月底，泗门支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较年初新增
近四千万元，新增普惠金融信贷客户近百户。

泗门支行采取的做法主要有：一是加强业务培训，在晨会及工作群里及时交流普惠
产品的最新动向。二是主抓普惠旗舰产品——抵押快贷，在营销过程中重点突出该产品

“快”的特点。三是通过“惠懂你”APP促进普惠产品的推介，泗门支行全员在工作之余积
极向有需要的客户或亲朋好友宣传普惠产品。四是通过以客户带客户，以产品促产品的
方式，让一个有良好产品体验的普惠客户对他的上下游进行适当宣传。

石志藏 宣莎妮

鄞州银行
与中国银联联合发布“刷脸付”

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多项赋能”论
坛上，鄞州银行与中国银联联合发布全新智能支付产品“刷脸付”。“刷
脸付”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通过刷脸实现交易路由，延续
用支付口令交易验证方式，不改变客户使用、商户受理的交易习惯。用
户只需在手机银行或云闪付APP注册开通并绑定银联卡，在特约商户
结算时，无需拿出手机、银行卡等物理介质，根据提示完成“刷脸”操作
并输入支付口令，即可成功付款。目前，该行所在的宁波地区客户将率
先享受到“刷脸付”服务。

在信息保护方面，人脸特征采集明确获得客户授权，严控数据使用
范围，采用支付标记化、多方安全计算、分散存储等技术，严防信息泄
漏、篡改与滥用。在资金安全方面，充分尊重客户的主观意愿，通过专
用支付口令进行主动确权，建立安全保障机制，保障客户的知情权、财
产安全权等合法权益。 王瑾 董梁

中国银行
发布新版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11月1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顺利举办，进博会唯一战略
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发布“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在展会期间向50
多万海内外客户提供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在内的一系列综合金融服务。

近年来，贸易强国建设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构成，跨境电
商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为了适应跨境电商市场环境的变化，中
行进一步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创新推出跨境电商综合金融服务方案2.0
版本。中行将以此次方案发布为契机，不断扩大与跨境电商产业链各参与
方的合作，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行稳致远，充分发挥中行进口博览会战略合
作伙伴作用，助力进口博览会“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包佳

中行象山支行
开展“初心领航、毅行助学”公益活动

为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用爱播种希望，用心关注贫困学子，中行象山支行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全体党员参加“初心领航、毅行助学”环大目湾毅行
助学活动。

10月27日上午8时，一场环大目湾公益毅行助学活动在亲水湾中心绿地开幕，1000
多名公益志愿者在此列队。这场见证爱心与活力的毅行活动，路程长达10公里，不仅仅
是一次脚步上的旅行，更是一次公益盛会。

中行象山支行通过公益毅行助学活动的方式传播公益，一方面为象山贫困学生筹集
善款，另一方面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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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职场招聘
慈孝文化创意招聘
招聘宁波本地人，男女不限，
年龄65岁以下，待遇5000-
8000元+奖金，有意向者联系
18368206387周老师

出租转让
厂房、办公房、商铺出租

云林东路 957 号标准厂房第一
层 1453 ㎡ 、钢 棚 110 ㎡ ；
马园路 169 号 6 楼办公房 412㎡
镇明路 36 号 29 层办公房 1100㎡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旺铺十三间

联系电话：13081901628

●紫城路汽修店转让 13008973581

旺铺出租1至2楼240平
长丰宁南北路168号15558400822

●旺季营业中浴场转让生意兴隆
联系电话：15888038837 周先生

宁波海曙粮食公司出租
位于海曙集士港镇集士港粮站
1000 平 方 左 右 ，现 对 外 公 开
招租. 具体事项面谈。孟先生
0574- 87257350 13819839797

●续畅企业（香港）有限公司提
单遗失提单号TUSLNGB19100159
船名航次COSCO SHIPPING
GALAXY/003W箱封号
EITU1880460/EMCEHY4089
提单抬头C-TREND
ENTERPRISES (HK) CO.,LTD
提单收货人BBK S.A. UL.
MAGNACKA 15A, 80-180
KOWALE POLAND, EUROPE
PHONE NO: 48 58 762
18 99声明作废。●李召君遗失阳光财产保险商业
险保单，保单号129690528201
9001827，声明作废●本人傅坚震遗失五星电器中山
卖场给我的两张卷票，于开票
2019_10_7，金额分别为2800，
6750代码133021989072.票号
00081281，00081282声明作废●宁波市品耀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编号3302100098696）、
财务章、发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宁波杭州湾新区草帽碳锅火锅
店遗失2018年12月14日核发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一本编号
JY23302840118577声明作废●王超君遗失股金证，
编号20004260，声明作废●马青遗失余姚恒大河悦府购房
预收发票一张，发票代码3302
162350，发票编号03042059，
发票金额344024元，声明作废●谢海广遗失湖州万达广场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意向金收
据一张，收据编号0000033，
金额30000元，声明作废

声 明
职工叶长艳、倪雪芬因

你二人无故拒不接受公司转
型岗位培训且连续30天未办
任何手续不到岗，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7 日内立即到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公司
将按劳动合同法及企业相关
规定视作自动离职处理。

宁波阿拉酿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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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广告
刊登
热线 56118880

支持微信办理办理地址：海曙区碶闸街 58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 2011室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由2720万元人民币减
至12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珠行园林古建筑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履行退还住房补贴义务催告书

〔2019〕甬奉房委办催 3 号

陈珠宝：
本机关于2019年8月12日依法作出了《宁波市奉化区住房委

员会办公室撤销原住房补贴审批决定书》，该决定书已于2019年8
月17日向你公告送达。根据该决定，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退还住房补贴40585元，但你至今未履行上述义务。

现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送达催告书，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
自行将已领取的住房补贴 40585元退还至以下账户：宁波市奉
化区财政国库收付中心其他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账号：33101995336059500001-008。逾
期仍未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08日

宁波市奉化区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履行退还住房补贴义务催告书

〔2019〕甬奉房委办催 2 号
丁传顺：
本机关于2019年8月12日依法作出了《宁波市奉化区住房委

员会办公室撤销原住房补贴审批决定书》，该决定书已于2019年8
月17日向你公告送达。根据该决定，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退还住房补贴40585元，但你至今未履行上述义务。

现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送达催告书，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
自行将已领取的住房补贴 40585元退还至以下账户：宁波市奉
化区财政国库收付中心其他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账号：33101995336059500001-008。逾
期仍未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波市奉化区住房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08日

1、安保：男，50 岁以下，170 以上，责任
心强，退伍军人条件可宽。

2、综合维修：男，50岁以下，有维修工作
经验，上岗证。

京投银泰物业诚聘

联系电话：87092147 8709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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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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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征婚

丧偶女55岁诚觅老伴，她待
人实在又贤惠，朴实善良，是
个传统的女人，退休后自己继
续在打拼事业，现独居大套住
房，条件优，人到中年对家的
渇望越来越强烈，希望有人陪
伴，一起度过幸福晚年，经济、
年龄不限，无房可住女方家。
联系电话：13586566448

本人征婚
（非中介）

丧偶男 78 岁，身体健
康，退休有劳保，寻找本
地年龄在70岁以上，身
体健康，性格脾气好的
女士一起共度晚年。
本人电话：1531458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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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甬惠瑞比特

贸易有限公司

位于潘火街道泗港小区学区
房出售，三房朝南，双阳台，三
室两厅两卫，面积 118.63㎡，
价格242万，另送10㎡独立车
棚。联系电话15968412806

房东出售

关于通惠路（长阳路-长兴路）提升改造
工程施工延期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9 年第 96 号 )
因江北区通惠路（长阳路-长兴路）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延期，

为保障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原施工交通管制（2018年第86号
公告）同步延期，自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具体交通组织和
管制措施公告如下：

00:00-24:00，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通惠路（长阳
路-长兴路）上双向通行。受限车辆和行人可绕行金山路等道路。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通管
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11月8日

恒 隆 中 心 写 字 楼 23J 和
24J 面积均在 97.76m2 。

价格面谈
联系电话87687009史小姐

写字楼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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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海曙恒诺网络服务

有限公司

●王柏山遗失股金证，
编号20004259，声明作废●遗失国寿财交强险标志壹枚号
码95200000033352和交强险
保单壹份号码1910004129，特
此声明作废

●宁波市春华教育培训学校遗失
宁波市民政局2019年03月25日
核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法人）正副本，登记证号
浙甬民证字第040100号，
声明作废●余姚市尚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本人冯船林因保管不善，遗失
奉化科迪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二、三
联），发票代码：3302174350，
发票号码：00219829，含税金
额：331246元，特此声明遗失。●陈玉征遗失阳光保险公司商险
单1296405282019003348
声明作废

●廖宇雁遗失宁波穗华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份，发票代码0330218001
05，发票号码00735216，金
额126666元，声明作废

●彭瑞冰遗失宁波市梅山美的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
发票2张，编号：00677118，
金额332865元；编号00682218
金额770000元，声明作废

●宁波中元和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06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6950631621声明作废

●翁美珍遗失股金证，
编号20004258，声明作废
●宁波众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专用章1枚，编
号3302040052021，声明作废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人民币
减少到100万元人民币，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海万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