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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新浪宁波联
合鄞州区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发起了“浪哩
个浪-让爱伴一夏”公益行动，给奋斗在一线的高
温工作者送去关怀。

当天，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志愿者在宁波文化
广场集合，带上精心准备的冷饮、风扇和金融知
识折页等小礼物，兵分三路出发前往目的地。第
一组让爱伴一夏团队来到了福明街道养护大队，
大家主动为已经辛劳了一早上的养护工作人员
送上了便捷式风扇和冷饮。第二组让爱伴一夏团
队便来到了FSV金融硅谷岗亭，为交辅警送上问
候。第三组爱伴一夏团队为福明家园的蜂鸟配送
站点奔波繁忙的外卖小哥送去了便捷式风扇和

毛巾，并提醒送外卖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了城市的美丽建设，任凭骄阳似火也从

不停歇的还有建筑工人。三组让爱伴一夏团队
集结在一起，前往宁波中心工地，为他们带去
了清凉解渴的绿豆汤、西瓜和生活日用品。

稍事休整后，让爱伴一夏团队前往了邱隘敬
老院，为老人们送上月饼以及生活用品礼包，让
老人提前感受团圆的温暖。为期一天的“让爱伴
一夏”活动圆满落幕，让爱伴一夏团队成员们在
一天的活动之中，对一线劳动者有了更深的理
解，在帮助他们了解金融安全小知识的同时，也
希望他们可以在辛勤工作中得到更多来自社会
的理解与关爱。 王巧艳

今年春节前夕，宁波某货代公司一笔20万元
美金的境内海运费缺口差点成了全公司过不去的
年“关”。在客户向泰隆银行江东支行客户经理求助
之后，银行为其匹配的“海运贷”产品不仅解了客户
的燃眉急，而且3天放款的高效率也终于让客户过
了一个“放心年”。

小微国际货代公司的融资难曾经是个过不去
的“海沟”，来自传统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远未充
分。2016年初，泰隆银行主动搭桥江东区国税局，
借助“税银通”项目，与宁波江东物贸联合会、宁波
国际联运协会等组织联手推动“外币融资”创新产
品，对于纳税良好、经营稳定的企业给予50万以内
道义担保贷款，满足货代行业低利率、便捷快速的
融资需求，拉开货代行业平台营销的序幕，用“信
用”架起天堑通途。

2017年，泰隆银行又与宁波电子口岸、宁波国
际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正式进入利用“大数据”
优化小微群体融资环境、助推货代行业融入普惠金
融的浪潮。给予小微客户高达100万元的贴息资金
和40%的利息补贴进一步降低客户的融资成本，实
现银政企三方共赢的愿景；我们还实现“科技赋
能”，网上办理，让客户足不出户。

立足货代行业社区，银行成立“货代行业项目
产品创新小组”，深入挖掘货代行业客户群体的特
点与金融需求；订制产品，银行推出“海运贷”产品
优化了传统汇出汇款融资，手续简便，期限灵活，利
率优惠，受到了广大小微航运企业的广泛青睐；提
供便利，银行扎根客群，进一步下沉物流行业社区，
从企业到员工，打造了一揽子金融服务体系——优
化担保、道义为主、普惠大众。泰隆国际，正在脚踏
实地地将普惠金融服务渗透至企业的每一个需求
缝隙。 张伟

2019年是外汇管理改革暨国家外汇管理局
成立40周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十周年。近日，由
人民银行北仑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仑支局联
合主办，中行北仑分行承办的2019年北仑区“深
化外汇普惠金融 支持涉外小微企业发展”暨北仑
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十周年系列活动在中行北仑分
行举办。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相关领导及辖内
60余家大中小型企业代表受邀参加了本次活动。

会上，外汇管理局北仑支局深入解读了经常
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框架及近阶段便利化措

施。人民银行北仑支行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历
程、宁波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成效、跨境人民币
业务涵盖的范围、下一步宁波跨境人民币工作重
点四个方面分享了人民币国际化十年来，跨境人
民币业务的发展历程与规划展望。中行宁波市分
行介绍了中银票e贴、在线供应链金融、在线单
证、“单一窗口”等在线产品，并以2019年上半年
人民币汇率走势为切入点，向参会人员介绍了中
国银行电子交易平台在汇率保值的应用和金融
市场产品。 钟航

中行北仑分行成功承办北仑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十周年系列活动

交通银行普惠金融再出新策。日前，该行与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采取自上而下、共担风险的
方式，推动双方体系内机构协同合作，进一步拓宽
普惠金融政策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等领域的覆
盖面，提高融资效率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

据了解，双方此次合作涉及“灵活抵押贷款”、“粮
食抵押贷款”和“保费贷”三种专项业务，服务对象分
别为小微企业，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粮食经纪人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及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物
流运输企业或汽车租赁平台。合作项目总额度为100
亿元，银担双方原则上按照“二八”比例承担风险。

据介绍，双方体系内机构将积极开展业务对
接，根据当地实际细化业务标准，共同选定普惠小
微、“三农”等客户群体，确定业务具体准入要求、审
批标准、额度、期限等，并协同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原则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体系将严控担保费率，
交通银行分支机构将尽力将合作项目的贷款利率
控制在较低水平。 王巧艳

2019年8月28日，IKEA宜家2020 财年媒
体发布会在上海召开，并提出了全新品牌主张

“你的家，听你的”。宜家在现场通过不同风格的
家居展间、创意的新品展示及丰富的家居干货，
为人们打造梦想之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灵感。

宜家全屋设计，定义自己的家
在本次发布会上，拥有70年家居设计经验

的宜家，正式宣布推出一站式全屋设计服务。通
过资深设计师专业的一对一服务，为消费者提供
多元化、个性化的软装设计方案。

宜家宁波商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服务
已经在宁波开展且提供了两种设计收费标准，一
是需当日买单的顾客，可享免费快速搭配服务；
第二种是交付1000元的全屋设计意向金后，宜
家将提供全屋软装3D设计图，消费满2万元即
可返还意向金，设计周期为7天起，宁波大市范

围内7天内即可完成送装服务。

宜家开“新”季，开启生活新主张
据悉，今年宜家会陆续推出多达1300余件

新品，包括充满明亮色彩的秋季新品以及专为
搬家而设计的OMBYTE（欧姆比特）限量系列，
其中宜家秋季新品和OMBYTE（欧姆比特）限
量系列均已在宜家宁波商场上线，接下来还将
推出近百款“更低价格”的全新产品，帮助消费
者轻松拥有好看又实用的家，以更优价格享受
安心品质。

随着新财年的到来，宜家宁波商场也全新布
置了20多间风格多样的卧室展间、安全个性的
儿童展间，打造“一夜好眠”的美好人居体验。同
时宜家宁波商场顾客餐厅的全新改造已经完成，
将为甬城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座位，更宜人的用餐
环境。 见习记者 余涌

你的家，听你的 宜家2020财年开“新”季发布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开展“让爱伴一夏”公益活动

海阔凭鱼跃，十年再起航
泰隆银行宁波分行外汇业务
开办十周年记

交通银行联手国家融担基金
共担风险落实普惠金融政策

受益今年的反弹行情，今年以来公募基金交
出一份较好的成绩。只有历经市场波动，仍能为
投资者提供较优的长期回报，才是值得投资的

“宝藏基金”。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新
华趋势领航自2013年9月成立以来累计回报达
146.03%，年化回报16.27%。该基金一直由新华
基金副总、投资总监崔建波管理，在业内“投资总
监”掌管的基金是“稀缺品种”。

据了解，新华趋势领航为一只偏股型产品，

股票投资仓位为60-95%，主要精选具有盈利增
长趋势以及股票价格趋势的优质上市公司进行
投资。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 30日，新华趋
势领航今年以来回报为31.38%，超越业绩比较
基准近1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新华趋势领航
通过精选个股取得了较好的业绩回报。同源数
据显示，截至 8月 30日，新华趋势领航过去三
年、过去五年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10.67%和
117.34%。 黄杰

新华趋势领航成立6年年化回报16.27%

■基金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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