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1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海曙区中山西路218号
902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世纪苑支行………………………… 海曙区丽园南路100号
903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新城支行营业部…………………… 鄞州区河清北路295号
904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鄞州支行营业部………………………… 鄞州区天银路1号
905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石碶支行 …………………… 鄞州区雅戈尔大道126-2号
906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胜利桥支行 ……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城河西路74、76、78号
907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 北仑区开发区金融裙楼
908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营业部 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917、919、921号
909 中国工商银行奉化支行营业部 …………………………… 奉化区公园路19号
910 中国工商银行宁海支行营业部………………………… 宁海县桃源中路185号
911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 鄞州区彩虹北路88号
912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海曙支行营业部…………………… 海曙区中山西路239号
913 中国农业银行慈溪逍林支行……………………… 慈溪市逍林镇林西路111号
914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营业部……… 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895号
915 中国农业银行余姚市支行营业部……………………… 余姚市南滨江路238号
916 中国农业银行余姚兰江支行……………………… 余姚市四明西路545-549号
917 中国农业银行宁海县支行营业部………………… 宁海县跃龙街道学勉路1号
918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营业部… 高新区江南公路1506-1512号（双号）
919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慈城支行 ……………………… 江北区慈城镇解放路40号
920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骆驼支行…………………… 镇海区骆驼街道骆兴西路1号
921 中国银行宁波姜山支行…………………………… 鄞州区姜山镇东方新村8幢
922 中国银行宁波大榭支行 …………………… 大榭开发区滨海南路行政商务区
923 中国银行宁波庄市支行……………………………… 镇海区庄市兆龙路833号
924 中国银行慈溪周巷支行 ……… 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476号-486号（双号）
925 中国银行宁波中山支行 …………………………… 鄞州区中山东路373-2号
926 中国银行宁波高桥支行…………………………… 海曙区联丰中路221、223号
92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宝华街255号
9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营业部……… 江北区大庆南路6号
92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营业部 ……… 海曙区柳汀街36号
9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营业部… 镇海区骆驼街道金华南路51号
9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大碶支行 …… 北仑区大碶街道镇兴路98号
93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营业部… 鄞州区首南街道泰康中路500号及泰聚巷18号
93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营业部 …………… 慈溪市峙山路279号
93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营业部…………… 余姚市大黄桥路2号
93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行营业部 …………… 奉化区长春路18号
93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行营业部 宁海县跃龙街道中山中路87号
937 交通银行宁波海曙支行 ………………………………… 海曙区解放南路29号
938 交通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海晏北路455号
939 交通银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879号
940 交通银行宁波宁海支行 ………… 宁海县跃龙街道学勉路1号金融中心2号楼
941 交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北仑区明州路245号
942 交通银行宁波象山支行………………………… 象山县丹西街道天安路162号
943 交通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 鄞州区贸城中路9-19号
944 交通银行宁波小港支行……………………… 北仑区小港街道江南东路488号
945 宁波银行鄞州支行营业部 ……… 鄞州区日丽中路364号、学士路542-546号
946 宁波银行海曙支行营业部………………………………… 海曙区柳汀街230号
947 宁波银行湖东支行营业部……………………………… 海曙区丽园北路801号
948 宁波银行曙光支行 …………………………………… 鄞州区惊驾路43-47号

949 宁波银行庄市支行 ……………………… 镇海区庄市街道兴庄路393-403号
950 宁波银行集仕港支行…………………………………… 海曙区集仕东路128号
951 宁波银行梅墟新区社区支行………………………… 高新区梅景路590-594号
952 宁波银行滨江社区支行…………………………………… 江北区祥北路178号
953 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海晏北路139号宏泰广场帝标大厦一楼平安银行营业厅
954 平安银行宁波江东支行 ………………………… 鄞州区百丈东路886-992号
955 平安银行宁波海曙支行………… 海曙区解放南路188号新园宾馆一楼 、二楼
956 平安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北仑区新碶岷山路945号、947号
957 平安银行宁波明州支行 …………… 鄞州区天童南路57号广博国贸中心一楼
95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百丈东路1050号（恒富大厦1楼）
95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 海曙区解放南路188号（新园宾馆一楼）
96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 镇海区清川路181号
96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奉化支行 奉化区岳林街道桥东岸路58幢商业1-3层
96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 鄞州区天童北路1501-1509号（麒麟大厦）
963 中信银行宁波中山路支行……………………………… 海曙区中山西路330号
964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百丈东路905号
965 兴业银行宁波镇海支行………………………………… 镇海区沿江西路688号
966 华夏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 鄞州区四明西路142-146号
967 华夏银行宁波海曙支行…………………………………… 海曙区蓝天路207号
968 恒丰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民安东路280号
969 恒丰银行余姚支行……………………………………… 余姚市南滨江路220号
970 恒丰银行慈溪支行………………………………… 慈溪市新城大道南路755号
971 恒丰银行宁海支行……………………………… 宁海县跃龙街道外环东路6号
972 恒丰银行奉化支行 ………………………………… 奉化区中山东路1（—6）号
973 恒丰银行象山支行…………………………………… 象山县天安路149-151号
974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 高新区扬帆广场95号
975 上海银行宁波江东支行……………………………………… 鄞州区朝晖路1号
976 上海银行宁波海曙支行 ………… 海曙区长春路66号（月湖金汇大厦西大厅）
977 上海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余姚市新西门南路128号（伊顿银座）
978 上海银行宁波慈溪支行 …………………… 慈溪市古塘街道孙塘北路1098号
979 上海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 鄞州区堇山中路1588号
980 上海银行宁波象山支行…………………………………… 象山县天安路188号
981 上海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北仑区恒山路518号
982 上海银行宁波江北支行…………………………………… 江北区育才路288号
983 上海银行宁波奉化支行 ………………………………… 奉化区中山路2-2号
984 杭州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鄞州区惊驾路688号
985 鄞州银行营业部 ………………………………………… 鄞州区民惠西路88号
986 鄞州银行中河支行………………………… 鄞州区嵩江东路669号（君度大厦）
987 鄞州银行邱隘支行 ………………………………… 鄞州区邱隘镇东港路66号
988 鄞州银行新城支行 ………………………………………… 鄞州区宝华街77号
989 鄞州银行钟公庙支行 ……………… 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钟公庙路180弄51号
990 鄞州银行宁穿支行 ………………………………… 鄞州区宁穿路563-573号
991 鄞州银行百丈支行……………………………………… 鄞州区百丈东路929号
992 鄞州银行彩虹支行 ………………………………… 鄞州区甬港北路50-54号
993 鄞州银行兴宁支行………………………………………… 鄞州区兴宁路143号
994 鄞州银行首南支行 ……………………………… 鄞州区泰康中路560-566号

（排名不分主次）

2019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入围名单

1、寄信投票：请在选票中填写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在横线上
填写您喜爱的营业网点编号，并将选票剪下邮寄或者投递至宁波市
鄞州区宁东路901号一楼宁报集团广告中心（信封上写明“市民喜爱
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进行投票。

2、邮件投票：请发送包含所选择的营业网点编号、投票人姓名及
联系电话的邮件到chen87682182@163.com邮箱进行投票。

3、投票时间：即日至2020年1月8日（参与投票的读者有机会
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投票方式

“2019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入围名单公布，今
天起正式进入投票模式！本轮评选自启动以来，就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
还有宁波诸多金融机构的认真对待。一些热心读者不仅把自己心中“靠谱”
的银行网点推荐给我们，还专门提到了网点内尽职的工作人员，顺道也吐槽
了少数闹心事。

“宁波市民喜爱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活动，旨在宁波地区树立一批
具有先进性、引领性和示范性的优秀金融网点，展示宁波银行业良好的窗口
服务形象，同时也让宁波市民更好地了解银行网点的窗口最新服务功能。

对于宁波的金融机构来说，每届评选都是契机，既可以“晒晒”平日里管
理到位、服务佳、科技高的网点，又可以对自家网点进行“全面检测”，还能发
掘潜在客户群，可谓“一举三得”。

本届活动中，金融机构积极推荐自家网点。这些获推网点中，有的在所
在社区拥有超高人气，有的热心社会公益，有的在金融创新上可圈可点，有
的在服务小微上有“独门秘籍”,再加上热心读者的认真推荐，所以今天与大
家见面的金融网点都有着棒棒的口碑，入围“2019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
示范营业网点评选”可谓实至名归。

热心读者对于评选的关注，也让我们感觉很暖心。有些市民告诉我们，

一直在关注评选，因为这是宁波晚报、东南商报举办的，一家人都是宁波晚

报、东南商报的忠实读者，相信评选的含金量。也有的市民说，平日里对于金

融机构的选择有蛮大的随机性，对于金融机构的印象，仅限于“家门口”的银

行网点，没有时间去了解其他的银行网点和服务，评选正好给自己一个“科

普”的机会。

今日入围的网点均具备以下条件：银行网点管理科学规范，完善管理机

制，强化细节，从提升服务理念、牢固服务基础、开展金融创新、履行社会责任

等方面切实提升银行业服务水平；依法经营，遵守金融行业有关法律法规；

遵守有关法规和标准的有关规定；诚信经营，经营特色明显，在行业中有较

高知名度，经济效益较为显著；消费者认可度较高，投诉率低等。

此次评选活动采用报纸选票回寄、邮件投票方式进行投票，并由评审组

进行综合评判，评选出银行业“2019年度宁波市民喜爱文明示范营业网点”。

现在，请读者朋友们通过本报公布的投票方式，为自己中意的银行网点

踊跃投票吧！我们会从投票的读者中选出若干位幸运读者，每位幸运读者都

会获得一份精美礼品，也许你就是幸运读者中的一员！

记者 包佳

“2019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入围名单公布

请为喜爱的银行营业网点投票吧

投票人姓名： 联系电话：

营业网点编号：

“2019年度宁波市民喜爱的文明示范营业网点评选”活动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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