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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扫描

本报讯 为深化外汇金
融普惠，近日，慈溪农行举
办了国际结算单证实务培训

会，邀请宁波市分行国际金融
部单证中心经理前来现场授
课，为企业单证人员答疑解
惑。辖内各主要进出口企业的
60多位单证人员参加了培训。

慈溪农行举办
国际结算单证实务培训会

本报讯 近日，中国
银行慈溪分行营业部党支
部与中国人保慈溪中心支公
司第三支部开展党建共建
活动，交流党建工作，互

学互鉴。双方表示，要进一
步加深廉洁伙伴关系，通过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业
务、管理再上新台阶。当
天，双方党员还一起观看了
《英雄儿女》，接受爱国主义
教育。

银保党建共建促发展

本报讯 为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农行周巷
支行党支部于近日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前往慈

溪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基因。

活动中，党员们向烈士墓
敬献了花圈，在烈士墓前重温
入党誓词，回顾了慈溪地区的
抗战历史。全体党员在思想上
受到了洗礼，更加坚定了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农行周巷支行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真是及时雨
啊！”近日，江西籍棉衣经营
户陆天送对农商行及时发放
100万元信贷资金深表感激。

原来，慈溪农商行客户
经理小胡在走访时了解到，
该经营户去年遭遇近二十年
经营以来最大的困境——成
衣价格大幅下跌，应收账款
难以收回，又恰逢暖冬。面
对今年复杂的棉衣形势，慈
溪农商行小微贷款中心不离
不弃，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
主动为其量身定制贷款产品，
发放100万元助其转型，支持

其开发一系列棉衣新产品。
很快，慈溪农商行小微贷

款中心由点及面，往深里做、
往实里做，及时组织江西籍棉
衣经营户举行普惠金融圆桌
谈，还通过进村入企入市场开
展大调研、大走访，了解棉衣
行业发展状况和企业资金需
求，制定出台相应的资金支持
指导意见，主动对接市场，满
足不同类型客户需求，为棉衣
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输血”。
截至目前，慈溪农商行小微贷
款中心已为 50多户新慈溪人
棉衣经营者“雪中送炭”，授
信超 1700 万元，发放贷款
1300万元。

慈溪农商行为
棉衣经营户“雪中送炭”

为了让少年儿童对人民币及银行职业有更深的认识和了
解，引导儿童养成正确的金钱观和理财观，进入暑期以来，辖
内一些银行纷纷联合当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小小银行家”
银行生活体验活动。

学银行知识 习行为礼仪

■通讯员 杨晓 岑立冲

■通讯员 华园弘

■通讯员 丁珊珊

■通讯员 徐展益图①：日前，慈溪实验小学白云校区二（1）班的20位小朋友来到宁波银行慈溪虞波
社区支行，学习行为礼仪和金融知识。 ■摄影 通讯员 屠贝贝

图②：另一拨白云小学的小朋友佩戴着“小小银行家”的绶带，近日在农行青少年宫
路支行体验开门迎客、询问业务、取号排队等一系列银行日常厅堂服务工作。

■摄影 通讯员 施芳芳 俞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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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7日-9日，杭州市保
俶路 60号丰收驿站省级旗舰店内，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由慈溪市委市政
府主办，慈溪农商行承办的浙江农信
丰收驿站省级旗舰店“宁波月”“慈溪
专场”活动在这里精彩演绎。

在“智造慈溪”家电专场活动
中，月立电器、心想科技、天翔电
器、广旭电器、卓力电器、华裕电
器、爱佳电器等7家慈溪小家电企业分
别进行现场展示介绍。“滑屏电吹风”

“智能胶囊咖啡机”“鸳鸯电火锅”“智
能折叠料理机”“精烫增压智能挂烫
机”“空气炸锅”“全能型”煎烤机等
引领时尚潮流的新产品，让现场观众
对身边的小家电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领略到慈溪家电产品个性化定制、柔
性化智造、云制造等智能制造的魅
力，更加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对我们
生活的改变。

“瓷韵慈溪”非遗专场展演活动精
彩纷呈，观众们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
遗项目——“越窑青瓷烧制技艺”，省
级非遗项目——“虎头鞋制作技艺”，
宁波市级非遗项目——“农民画”“面

塑”“草帽编织技艺”“三北豆酥糖制
作”，慈溪市级非遗项目——“德和糖
坊制作技艺”“麦秆画”等，惊叹于这
些非遗项目所展现的精湛的工艺和悠
久的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为一种非物化状态的文化遗产，曾渗
透于人们生活、生产各个方面，真切
反映了人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和生产状
态、审美观念、精神世界。

“印象慈溪”文化专场活动邀请了
诸多慈溪民间艺术大师，为观众呈现

独具慈溪魅力的特色文化活动。三北
小锣书 《新农村新气象》《花开花
落》，姚北滩簧《严子陵》选段《一把
大火冲天烧》，《双推磨》选段《黄昏
敲过一更鼓》，宁波走书《拾金不昧》
《寻狗启示》等地方戏曲节目让戏迷们
大呼过瘾；《盛世欢歌》《杨梅红了》
《水云行》等现代歌舞节目表达对家乡
和美好生活的热爱，美仑美奂、情真
意切，现场掌声经久不息。

“品质慈溪”农品专场推介的时令

水果有：慈溪坎墩慈壹佳果疏农场红心火
龙果、慈溪胜山胜浦农场“海丰葡萄”、
慈溪农逸果蔬农场周巷黄花梨。参加活动
的杭州市民一边了解优良水果的种植过
程、不同品种的营养特点，一边亲口品
尝，发出赞叹声。丰收驿站省级旗舰店具
备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务等“五
位一体”的金融便民服务功能，活动现
场，不少杭州市民拿出手机，通过丰收互
联APP当场购买心仪的水果。一位杭州
萧山的女士听朋友介绍慈溪水果口感特别
好，特地驱车 20多公里到活动现场购买
了一箱阳光玫瑰葡萄。

在“活力慈溪”企业联谊活动中，慈
溪农商行为部分杭州市慈溪商会代表授信

“乡贤贷”。和美“乡贤贷”贷款是指慈
溪农商行向符合条件的原籍或姻亲关系
在慈溪，在慈溪市外从政、从商、从
军、从文的社会精英发放的贷款。可用
于正常的生活消费及生产经营所需，额度
最高为 100万元，贷款利率按基准利率
执行。

浙江农信丰收驿站省级旗舰
“慈溪专场”活动闪耀省城

保险业与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共生互荣、相伴而生。中
国人民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中心支公司（下称“慈溪
人保”）始终以“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为使命，“做人民
信赖的卓越品牌”为愿景，通
过党建统领、战略带领、创新
引领，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服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乡村振兴厚植

“防护林”，为实体经济系牢
“安全带”，为小康建设撑起
“保护伞”，为社会治理筑好
“护城河”。2018年，慈溪人
保保费收入达6.74亿元，承担
风险责任 9800亿元，镇、街
道服务网点全覆盖，民生保险
服务点覆盖每个村。曾先后获
得慈溪市“平安金融”达标单
位、慈溪市“纳税百强”、慈
溪市“服务地方经济优秀金融
机构”、慈溪市“消费者信得
过单位”、慈溪市“工人先锋
号”、慈溪市“文明单位”、慈

溪市公共服务窗口文明单位、
宁波市公共服务窗口文明单位
等荣誉。

服务乡村振兴，加强属地
开发，厚植三农发展“防护
林”

作为宁波第一家试点农业
保险的保险机构，从 2006年
开办至今已推出 28个涉农产
品，累计为 17.4 万农户提供
51.9亿元风险保障，为农户减
损增收1.84亿元。慈溪人保勇
担“乡村振兴、人保先行”的
央企使命，不仅主动切合地方
特色农业，先后在全省首创推
出梨种植产量保险、葡萄收入
保险、景观园林商业性农业保
险、葡萄气象指数保险，积极
推广桃种植产量保险、榨菜气
象指数保险、鸡蛋价格指数保
险、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蔬菜
价格指数保险、水稻种植保险
附加收获期间损失补充保险等
创新产品，还建立了覆盖各乡

镇的三农营销服务部和各行政村
的三农保险服务站，配备专职涉
农服务专员23人，组建了300余
人的专兼职涉农服务团队，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应。为有效缓解中
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
境，发挥保险增信功能，推出政
银保合作模式，建立资金风险
池，破解农户、创业者抵押担保
不足难题，推出“兴农贷”、“农
信担保”、城乡小额贷等模式，
支持600多余农户取得银行贷款
1.85亿元。积极探索险资直投融
资，为慈溪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提供为期五年、授信5亿元的
支农资金，开创了险资直投县级
政府投资平台的先河。

服务经济转型，加强供给创
新，系牢实体经济“安全带”

目前，慈溪人保正在为 1.2
万家企业客户提供从企业财产保
险、雇主责任保险等基础保障到
产品召回保险、科技保险等新型
经营风险保障在内的各类风险管
理服务。基于慈溪地区民营企业
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痛点，慈溪人
保推出“保险+社会化服务”模
式的安全生产责任险，从源头上
提升慈溪地区民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能力，降低安全事故发生
率。并在建筑工地大型起重机械
安全管理中引入“保险+服务+
科技”的管理模式，为慈溪
1300台起重机械提供风险保障
金 额 近 200 亿 元 。 同 时 聚 焦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
“123”千百亿级产业群，慈溪人
保推出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综合保险和首批次新材料应用保
险补偿机制，打通新产品新技术

与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自开办以来，慈溪人保为6家企
业提供风险保障6亿元，支付赔
款520万元。其次，针对慈溪外
贸企业，慈溪人保通过小微企业
联保平台为慈溪地区小微企业提
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关税保证
保险业务，不仅促进小微企业的
发展，也为外贸企业布局海外市
场保驾护航。另外，慈溪人保还
推出专利保险、科技保险、产品
责任保险等产品，全方位、全领
域、全链条助力慈溪产业创新和
动能培育。

服务民生百姓，加强服务保
障，撑起小康建设“保护伞”

为进一步提升全市残疾人的
保障水平，慈溪人保推出残疾人
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为全市2.95
万持证残疾人提供意外身故、意
外残疾、重大疾病等七项保险保
障，在各镇（街道） 设 22个营
业网点，开通残疾人上门报案案
件受理功能，设立残疾人理赔绿
色通道，在市区网点设立理赔夜
市。为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抗
风险能力，慈溪人保积极推出老
年人意外险，为全市 5.58万 6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35.8亿元的风
险保障。为解决因病返贫、因灾
返贫这一难题，慈溪人保在全宁
波大市统一的大病保险基础上，
推出短期商业性健康险“人人安
康”保险产品，目前已为 2.2万
人提供 64 亿元的大病医疗保

障。除此之外，慈溪人保还为全
市278家养老机构提供15亿元的
居家养老综合保障。

服务公共管理，加强功能扩
容，筑好社会治理“护城河”

在全面推行“医患纠纷宁波
解法”“巨灾保险宁波样本”基
础上，慈溪人保推出规划内卫生
室的医疗责任险，为全市300多
家村（社区）级卫生室提供风险
保障累计超 3.2亿元，目前处理
14起医患纠纷，支付赔款 83.34
万元。与此同时，为破解楼倒
倒、楼歪歪问题，慈溪人保推出
城房保险+监测服务、农村住房
倒塌人员伤亡救助保险，为全市
382平方米的城镇老旧危房以及
284幢农村住房提供全面的安全
保障。为破解“小电梯、大问
题”难题，推出“保险+服务+
科技”的电梯安全综合保险，覆
盖35个场所共计300台电梯，提
供风险保障 11.48亿元，并在今
年升级推出“乘梯人员风险保
障+维保监督+配件更换”电梯
保险 2.0版，进一步提高了电梯
安全管理工作效能，使电梯故障
率、管理成本得到有效下降。此
外，慈溪人保正在结合社会公共
管理服务上的痛点、热点、难
点，陆续推出一批如综合治理保
险、疫苗责任保险等新型保险产
品和服务，筑好社会风险管理的
护城河，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

高质量保险助力慈溪高质量发展
人保财险慈溪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张永海

2019 年以来，工商银行
慈溪分行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
信息平台，采取多种形式，积
极开展内控合规文化教育活
动，营造“以风险为导向、以控
制为主线、以合规为基础、以
案防为重点”的内控文化氛围。

开展多形式的教育活动，
提高员工合规意识。一是多层
次多形式地开展警示教育学
习，内容包括《案件风险深化
治理及警示教育活动实施方
案》、关于加强信贷领域案防
工作的意见以及 2019年案防
警示教育系列等，让员工充分
认识到违法违规的严重性和危
害性，不断提高合规意识。二
是各部门集中组织员工通读
《刑法（节选）读本》，让员工
了解本岗位可能触犯的刑法条
款，做到学法、知法、守法、
用法，远离违法犯罪，保障职
业生涯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
益，并积极撰写读后感。三是
开展岗位规范和业务流程教
育。根据总行编制发放的《内
部控制手册》，组织员工系统
学习，了解本岗位和本专业的
业务流程、关键风险点和风险
控制措施，熟悉岗位要求和操
作要点，依法合规办理业务，

严防违规操作、违规经营。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

动，树立社会形象。为持续提
升消费者金融安全意识和风险
管理能力，该行根据人行、银
监、宁波市分行统一安排及总
行相关要求，在辖内积极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系列宣传活动，
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倡导

“携手筑网同防共治”，促进全
民金融安全意识的进一步提
升，进一步展示工行客户服务
风貌，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开展行长导学及大讨论活
动，筑牢员工合规底线。该行
通过开展《商业银行合规红线
手册》行长导学活动，由该行
主要负责人围绕合规文化核心
理念，对《商业银行合规红线
手册》中所涉及的案件风险防
范管理、反洗钱管理、消费者
权益保护管理、法人信贷业
务、票据管理、理财业务、银
行卡业务、征信业务、外汇业
务、授信与担保业务等十个管
理事项、三十一条重点合规红
线进行了逐条解读领学。同时
全面启动“牢记合规红线、提
升履职能力”大讨论活动，并
以此为契机，通过多种方式持
续推进合规制度文化的建设和
学习，牢固树立合规意识，筑
牢全员合规底线。

慈溪工行以合规强内控

日前，慈溪工行举行新员工座谈会暨师徒结对签约仪
式，12位新进员工敬茶拜师，誓言虚心向师傅们学习，为
工行高质量发展而奋斗。 ■摄影 通讯员 高宝宝

师徒誓约建新功

慈 溪 市 金 融 办
慈溪市银行业协会
慈 溪 日 报 社

主办

张永海张永海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高宝宝

浙江农信丰收驿站旗舰店美丽慈溪浙江农信丰收驿站旗舰店美丽慈溪””启动仪式启动仪式

■全媒体记者 屠梦欣
通讯员 周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