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朱枫烈士纪念楼到卓兰芳烈士
纪念馆，从“党章守护人”张人亚到“左
联五烈士”中的殷夫、柔石，一面面图
文并茂的党史墙在工行宁波市分行辖
内的16个营业网点一一落地，串联起
峥嵘百年的风雨历程，诉说着中国近
现代以来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近日，工行宁波市分行启动了
“红色金融足迹”主题实践活动，充分
利用宁波本地红色资源，依托该行红
色金融特色网点创建开展形式多样
的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坚定红色初
心，传承红色血脉。当时代的波澜壮
阔浓缩成一段段生动的图文、一个个
生动的故事，历史便有了直抵人心的
力量。“追寻红色金融足迹、传承一种
革命精神、打造一批红色金融特色网
点……”该行通过16家红色金融特
色网点的创建将宁波共产党人的历
史事迹展示出来，把网点变成迷你的

“党史展览馆”，通过红色金融历史传
承和金融为民的服务实践，以点带面

推动红色基因传承，不断增强基层党
组织的吸引力、感召力、聚合力。

在百年接续奋斗中，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伟大功业，壮阔
征程上诞生了无数感人肺腑的红色
故事。柔石、殷夫，以笔杆为钢枪，以
文字为利剑，以“左联”为阵地，以忧
国忧民的情怀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
卓兰芳创建宁波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点燃浙江革命
之火……在宁海跃龙支行、象山丹峰
路支行、奉化支行营业部等工行网点，
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通过红色金融
志愿者娓娓道来，让来到网点的客户
一起重温红色记忆，接受洗礼。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工行宁波市分行
以服务实体经济和解决群众金融服
务需求为立足点，不断提升金融服务
的便民性、利民性和惠民性，全力打
造“人民满意银行”。从源头推动解
决客户体验痛点问题，持续开展服务

效率治理，对超时等候客户占比较高
的网点进行挂牌督导，大力推广线上
预约取号的服务模式引导客户错峰
办理业务；以普惠公益为定位、以广
大户外劳动者为对象，开放共享网点
日常生活类服务资源，“走出去”“请
进来”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持续深
化“工行驿站”服务内涵；在提升传统
服务的基础上，努力推进适老化改

造，推出“老年客户关爱版”智能柜员
机、“幸福生活版”手机银行等“适老”
产品，完善老年客户优先叫号服务、
加强防诈骗宣传、探索居家养老金融
服务等“适老”服务新模式，深化落实

“甬助老 百千万”专项行动，不断提
升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切实提升金融服务的温
度。 记者 周静 通迅员 徐文蕾

工行宁波市分行开展
“红色金融足迹”主题实践活动

工行特色网点内，员工们正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实践。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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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号摊位经营户庞卫民，请上
前挑选。”在公证员的见证下，为期约
半个月的摊位招标挑选活动昨天在位
于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内的宁波蔬
菜批发市场落下帷幕。一年一度的招
标摊位挑选分3轮进行，按招标产值、
摊位大小等进行公开招标，共招标摊
位391个，有370户经营户参加，全场
合计招标产值达到23.7亿元。

作为我市最大、华东一流的菜篮
子批零集散市场，宁波蔬批市场的摊
位招商是其主要经营业态和利润来
源，如何做到摊位招商公平、公正，透
明公开是关键所在。自2005年开始，
蔬批市场摊位开标工作全程在市场监
管局、公安等部门的监督下进行，2008
年公证处又加入其中，如今已经延续
了16个年头，受到经营户的充分肯
定。同时，各市场保廉小组对摊位招
商挑选工作进行全过程风险管控，全
面实施“阳光招商”，确保抓住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

“阳光招商”是市商贸集团推动风
险管控向基层、向业务环节延伸的一

个缩影。商贸集团下属各单位根据不
同经营模式、工作特点，探索出适合
自身的监督体系，在摊位招商、产值
招标、资产出租等重点经营业务核心
领域逐个出击。水产品公司打造清
廉海萤建设，推行“廉情监督员+机动
党员”监督模式，规范企商交往，延伸
监督触角；菜篮子公司充分发挥红果
品党群服务中心作用，在网格队伍中
设立纪律委员、“廉情哨”，公开点赞
榜和曝光台，将清廉建设渗透到边到
角；农副物流公司建设线上“宁波大
宗农产品竞价采购平台”，通过线上
平台对接、线下实体交易，实现透明
价格采购。

为进一步规范基层管理工作行
为，构建与经营户、第三方合作机构亲
清和谐工作关系，批发市场和菜市场
通过打造“清廉公约”上墙，梳理基层

“微权力清单”，与第三方签订“清廉合
同”，开展经营户清廉座谈会等形式，
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打造“清廉
商贸共同体”。

记者 周晖 通讯员 叶佳

我市最大菜篮子市场
连续16年摊位公开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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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公募基金发行已有回
暖迹象。月初，易方达悦夏在
某股份制银行宁波分行销售突
破1.5亿元，公募基金重回投资
者视线。本周又有30余只基
金密集上线，6月是否会迎来
基民期待的行情？

6月权益类基金发行回暖
的势头显现。其中，孙鲁闽掌
舵的南方宝恒新发规模达到
77.67 亿元，认购天数为 10
天。由嘉实基金价值风格投资
总监张金涛担纲基金经理的嘉
实领先优势，5个交易日达到
80亿元的募集规模上限，于近
日提前结束募集。王成管理的
易方达悦夏一年持有混合2天
吸金129.25亿元，成为今年二
季度以来首只百亿元规模的权
益类基金。“这只基金6月2日开
售，当天12点55分，全行销售就
已突破100亿元，其中宁波分行
销售突破1.5亿元，超过预期目
标。”某股份制银行宁波分行人
士表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潮
期，易方达悦夏一年持有混合的
业绩让市场振奋了一下。

“近期基金发行市场确实
有所回暖。”某银行基金业务负
责人说。整体来看，基金发行
主要受市场环境、基金管理人、
销售渠道三大因素影响。尽管
当前上线银行渠道的产品数量
与年初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
相较4月份，产品丰富了不少。

从认购天数看，6月份募
资规模超10亿元的基金，平均
认购天数为 14 天，比今年 4
月、5月分别减少5天、7天，多
只基金提前结束募集，实施比
例配售；而从权益类基金平均
募资规模看，6月以来权益类
基金平均募资15.67亿元，远
超4月、5月的9.81亿元、10.81
亿元募资规模。

此外上周有多只基金发布

了合同生效的公告，也就是宣
布基金成立。在这其中不乏首
募规模在50亿元及以上的基
金，并且多只爆款基金一发行
就达到募集规模上限从而提前
结束募集，也反映出新基金发
行的明显回暖。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
13日，年内的基金发行规模已经
达到了1.46万亿元，6月以来的
发行总规模也有1187.4亿元。

本周一共有36只新基金
发行，相比上周的数量出现了
显著增加。其中偏股混合型基
金的数量明显上升，达到了8
只；债券型基金也是主力之一，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就有6只，
还有3只二级债基、1只短期纯
债基金、6只被动型指数基金
和2只增强指数型基金发行；
此外还有少量普通股票型、偏
债混合型、平衡混合型和QDII
基金发行。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固
收”基金和主动权益类基金仍
是资金追逐的主要品种。该人
士分析，以上两类基金受资金
青睐，一是因为受经济持续发
展、居民财富不断增加、“房住
不炒”政策等影响，居民财富不
断增配金融资产是大势所趋；
二是受资管新规影响，银行理
财产品需要净值化转型，“固
收”基金产品以追求绝对收益
为投资目标，注重回撤控制，投
资策略稳健，可以满足保守类
客户的投资理财配置需求。

“整体来看，市场环境变
化、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和渠
道能力、基金经理的知名度和
历史业绩表现等，都可能影响
基金的募集效率。”某业内人士
表示，基金发行向头部公司、明
星基金经理聚拢的现象也是愈
发明显。

记者 周雁

本周30余只新基金发售
6月行情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