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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静 崔凌琳 通
讯员 鲍晓辉）宁波47家银行机构
1509个营业网点，将为全市12.42万
家纳税信用评级A、B级且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提供上门走访和融资对
接服务，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提高金融服务质效。

近期，中国银保监会统筹协调、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起倡议，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银行机构“百
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宁波银保监
局和宁波市银行业协会积极响应号
召，于12月13日正式启动宁波“百
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本次“百
行进万企”是银行业系统回归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的一项重要工作，既
是对辖内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
一次“全面普查”，也是对银行机构
普惠金融服务的一次“全面体检”。

本次融资对接工作以在线问卷
调研和实地走访对接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从今年的11月持续至2020年
4月，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准备启动，全市符合条件的纳税信用
评级为B级以上的小微企业，根据基
本账户行归属原则一一确定对接银

行，实现经营良好小微企业全覆盖。
第二阶段为在线问卷调查，确定企业
是否有融资需求，是否愿意接受银行
的上门走访对接。第三阶段是实地
走访对接，本着尊重企业意愿原则，
对愿意开展对接的企业，银行客户经
理逐户上门，实地走访。第四阶段为
总结分析，根据调研和对接中发现的
问题不足，全面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制度、流程、技术、产品、模式，构建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对具
备基本申报条件和有效融资需求的
企业，银行机构及时跟进服务。本次

“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遵循市场化、
商业化、可持续的原则开展，银行机
构根据各行的授信政策自行确定是
否向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企
业、投资公司、大型在建工程、SPV等
特殊领域和形态的企业，小额贷款
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
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
产管理公司等六类机构，不具备独
立法人资质的分公司，以及存在逃
废债等失信记录的企业不纳入本
次融资对接范围。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蒋慧）近日，鄞州在全市率先出台了
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专项补助资金实
施细则，明确对完成改造提升并达到
申报相应星级文明规范农贸市场标
准的，给予相应财政补助。

鄞州按农贸市场产权细分为镇
（街道）所属、村（社区）所属、民营企
业所属、区属国企所属、市属国企所
属等5类，明确补助标准。如产权为
镇（街道）的，属部门预算的街道，由
市区两级财政补助100%；产权为村
（社区）的，属部门预算的街道，补助
75%。并将项目细分为改造和迁建、
拆建两类，规定了相应项目下每个星
级农贸市场总投资的单位造价的上

线标准，避免过度、重复建设。如改
造达到五星级农贸市场的，上限标准
为2500元/平方米；迁建、拆建达到
五星级农贸市场的，上限标准为
3000元/平方米。

在鼓励农贸市场争创品牌的同
时，鄞州还制定了区级财政奖励政
策。被评为省放心农贸市场或三星
级文明规范农贸市场，一次性奖励10
万元；被评为四星级文明规范农贸市
场，一次性奖励20万元；被评为五星
级文明规范农贸市场，一次性奖励50
万元。宁波市级奖励部分，以市财政
补助办法为准。同时，明确以通过
省、市星级验收为最终奖补认定标
准，且以审计决算作为奖补依据。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昨天下午，位于鄞州和奉化的两宗宅
地成交，其中，鄞州区的宅地成交价比两年前贵50%多，奉化方
桥的宅地拍出了该片区新高。

位于兴宁路上、地铁4号线矮柳站及火车东站旁边的“鄞州
区JD13-02-04（宁波市火车东站-潘火地段）地块”，是鄞州第
一宗“限房价、竞地价”的宅地。竞拍结果为，成交楼面价15900
元/平方米，溢价率13.6%，成交总价约8.9亿元，竞得单位是宁波
轨道交通绿城东部置业。这宗宅地的具体位置在兴宁路与福明
路交叉口的东南侧，南面是九和珹雅苑，西面隔福明路与火车东
站相望，北面隔兴宁路与东方瑞市小区相望，地铁4号线矮柳站，
在该地块西北方向。

昨天下午还拍了一宗位于奉化方桥、宁奉城铁琎琳站旁边的
宅地。这宗宅地名为“宁波南部新城JK05-01-01K地块”，西距
宁奉城际铁路琎琳站大概三四百米。最终楼面价拍到8090元/平
方米、溢价率高达61.8%。

12月10日，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在出口货运渠道查获两
批夹藏的烟花爆竹。不法分子故意将货物申报为“陶瓷杯”“圣诞
树”等，并在集装箱门口摆放杂物，企图蒙混过关。

海关关员查验发现，集装箱内部全是用纸箱简易包装、没有
任何防护措施的烟花爆竹，重量约46.7吨。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
爆危险品，以夹藏、伪报等方式违规出口烟花爆竹，缺乏相应的安
全措施，容易导致爆炸等严重后果，给社会安全、港口作业和货物
运输带来巨大安全隐患。

1-11月，宁波海关在集装箱货运渠道连续查获33起烟花爆
竹案件，比去年全年增加90%。

记者 严瑾 通讯员 马路平 干思思

宁波海关查获
出口夹藏烟花爆竹46.7吨

我市银行机构“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启动
房地产企业、失信企业等不纳入本次融资对接范围

鄞州和奉化两宗宅地昨天成交

最高一次性奖励50万元
鄞州出台农贸市场改造补助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