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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专栏
投资理财，首选宁行！

2022年11月21日到2022年11月25日理财产品一览：

注：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
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实际产品发行时间及发行规模等以宁波银行
网站及营业网点正式公告为准。

现金管理类

产品名称

宁银半年定开31号
-A/B/C/D份额

宁欣天天鎏金现金管理类

理财宝

业绩基准

3.6%-3.9%

2.41%

2.41%

期限

6个月

活期化

活期化

预计发行日期

11.18

/

/

备注

11.18-11.28

工作日9:00-15:30
申购赎回实时确认

针对薪福宝、
社保卡客户

宁波银行理财专栏，每周二与您相约慈溪日报！

网点一览：

本报讯 为擦亮“绿色银行”
招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农发行慈溪市支
行向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炉排炉项目授信40000万元，于
11月 14日，投放宁波系统内首笔
碳减排贷款8600万元。

慈溪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各项产业均增长迅速，随
之而来的生活垃圾量同样增长迅
速，至 2019年日均处理量已达到
2549t/d以上，至 2020下半年日均

处理量已达到 2700t/d 以上。目前，
我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虽已较为完
善，但仍不能满足目前垃圾处理及增
长需求。

慈溪中科众茂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在运行焚烧线为3x750t/d炉排炉，实
际处理垃圾量已达到 2250t/d 以上。
根据现有垃圾量统计，全市目前尚有
少量生活垃圾及一般工业垃圾未进
厂焚烧，而电厂现有的循环流化床
焚烧炉已全部停运。因此，基于我
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现有设备情
况及垃圾增量需求，企业急需新建2
套炉排炉焚烧线，提高垃圾处理能
力。

农发行慈溪市支行急民生之所
需，高度重视项目需求，主动对接市
政府及贷款企业，组建工作专班，利
用人民银行碳减排工具，为企业提供

“融资＋融智”全方位服务，引入低
利率金融活水。“项目第一阶段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总规模日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 750 吨，配套 1 炉 1 机。完工
后，主要对市内的生活垃圾进行焚烧
处理，在缓解垃圾处理需求的基础
上，每年用焚烧法处理代替卫生填埋
处理，可减排约 1.899×108立方米的
甲烷，切实加强了垃圾无害化处理，
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该行负责人
说。

绿色信贷点“绿”成金，今年
该行投放非购销储贷款 138400 万
元，支持绿色项目 3个，绿色贷款
余额 53550万元，较年初增长 34%。
实际行动发挥政策性金融对“碳减
排、碳达峰”行动的支撑保障作
用，助推农发行“绿色银行”品牌
创建。

慈溪农发行4亿元
碳减排贷款点“绿”成金

本报讯 近日，慈溪工行开展
下半年应急疏散演练。疏散、抢险
等四个小组井井有条地快速展开行
动，顺利完成了该次演练，为该行

安全生产进一步打牢了基础。
慈溪工行始终致力于打造“最安

全的银行”，为确保演练顺利开展，
该行前期制定了详细的演练方案，并
在演练实践中将各项要求落实到位。
一是精细分工，设置 AB 角互补机
制，确保各部门各楼层抢险、救援力

量充沛；二是细化演练程序，明确各
组组员及组长的职责与处置内容，并
完备报告流程，保障了快速精准的处
置过程。三是确保演练效果，演练前
由微型消防站队员演示并讲解疏散技
巧、灭火技术以及特殊场景自我保护
方法，再次巩固了员工消防的“四懂

三会”技能。
本次演练切实做到快速响应、安

全有序，进一步强化了员工们的防范
意识，提升了员工面对突发事件的疏
散逃生应急技能，锻炼了员工在消防
应急处置方面的实战能力，为该行今
后的安全生产提供了坚强的安全保障。

慈溪工行开展应急演练促进安全生产

本报讯 近日，2022 年宁波
农行“浓情暖区示范网点”评选揭
榜，新区农行营业部从宁波分行
170 家网点中脱颖而出，榜上有
名。

据悉，“浓情暖区示范网点”
评选活动由宁波农行主办，经过各

方推荐、民意调查、专家评审等环
节，旨在评选出服务质量优、客户体
验佳的示范网点。

近年来，新区农行始终紧跟区
域经济发展步伐，以规范化服务为
抓手，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服务举
措，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水平，赢得
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肯定和认
可。

新区农行获评
“浓情暖域示范网点”

近日，新区农行走进庵东镇元
祥村，面向老年群体开展防范诈骗
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宣
读反诈“倡议书”、开展诈骗知识

“快问快答”等方式宣传防骗知
识。同时，该行还上门为独居老人
讲解诈骗典型案例。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罗淑君 陈圆圆

反诈宣传
进村入户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员工金
融服务水平，营造集体学习的良好
氛围，日前，白沙路农行组织开展
投诉案例学习。

该行行长带头解读分析了投诉
案例内容，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法，

并提醒员工不仅要加强业务能力建
设，还要提高工作责任心，切实将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落实到位。该行员
工逐一谈心得体会，并表示每一次

“危机”背后都藏着“契机”，在处理
投诉的时候，能与客户进行深度交
流，是一次提升沟通应对能力的良好
机会。

白沙路农行开展
投诉案例学习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罗淑君 顾旭恩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俞檬杉 柴频芳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韩紫薇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应杰

本报讯 近日，工行慈溪万金
支行通过E抵快贷为一小微商户放
款 95万元，及时解决了商户经营
资金短缺的问题。

该小微商户位于该行附近，主
营海产品的批发零售。10 月末，
该行客户经理在一次回访中了解
到，临近年末，海产品以及海产品
礼包的市场需求量会大增，部分商
品需要提前订货预付货款，但该商

户因店铺刚装修且支付了租金，正面
临资金紧张的情况。客户经理马上向
商户介绍了工行的E抵快贷，并详细
说明了该产品具有随借随还、灵活使
用、利率低等优点，正好满足商户的
融资需求。商户听后表示认可，当即
决定办理，并于次日携带相关资料至
网点办理了该贷款业务。

为了保证以最快速度缓解商户资
金短缺的燃眉之急，该行客户经理全
力推进流程，仅用5个工作日就为其
顺利发放贷款，及时解决了商户临时
性资金周转难题。

工行万金支行为小微商户
解决资金问题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邹秋露

本报讯 近日，浙商银行慈
溪支行组织全体员工赴余姚开展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主题党日活
动。

活动中，该行全体员工参观了

王阳明故居。王阳明先生在此度过了
童年和少年时代，故居格局完整，
主楼设有王阳明史列陈迹，展览以
详实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实物，展示
了王阳明先生光辉灿烂的一生。此
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人文之旅，
还是一次穿越时空和先贤交流的精神
之旅。

浙商银行慈溪支行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全媒体记者 胡杭燕
通讯员 赵桐

网点

慈溪支行营业部

周巷支行

观海卫支行

龙山支行

横河支行

宗汉支行

掌起支行

新浦支行

坎墩支行

桥头支行

园丁社区支行

师桥支行

天元支行

开发社区支行

慈溪城南社区支行

慈溪虞波社区支行

慈东支行

慈溪担山社区支行

地址

慈甬路207号
周巷镇开发大道418号

观海卫镇三北中路680号
龙山镇施公山村

横河镇龙泉路2-8号
宗汉街道北二环西路389号

掌起镇掌慈路535号
新浦镇新胜公路128号

坎墩街道坎胜公路522号
桥头镇吴山南路654-658号

三北西大街488号
观海卫镇沈师桥村三北路755-761号

周巷镇天元潭河村镇北路93号
古塘街道青少年宫北路121-127号
浒山街道南二环中路299-301号

浒山街道南二环东路虞波西园1036号
龙山镇慈龙中路757号
孙塘北路1148-1154号

理财热线

63113726
63321825
63619848
63115270
63978506
63909082
63002274
63002292
63115226
63005989
63909866
63081120
63909852
63909871
63113627
63082290
63712621
63080073

网点

慈溪中心区
支行营业部

逍林支行

胜山支行

长河支行

庵东支行

崇寿支行

附海支行

古塘社区支行

匡堰支行

金山社区支行

中兴社区支行

滨海支行

杭州湾新区支行

地址

新城大道北路1600号
逍林镇桥西村樟新南路1000号一、二层

胜山镇马潭南路115、117、119、121号
长河镇镇东路19号
庵东镇邮电路388号

崇寿镇永清北路105-117（单号）

附海镇新塘路88号
三北西大街209号

匡堰镇汽贸大道2号
浒山街道乌山路171、173号

白沙路街道三北大街734-738号（双号）

杭州湾新区金湾街162-168号（双号）

杭州湾新区大众广场金溪东路9、11、13号

理财热线

63910929
63515625
63522505
63083206
63078990
63902180
63685209
63115365
63869286
63081159
63081506
63306322
63100868

活动时间

慈溪分行 58585130
观城支行 58585358
周巷支行 58585336
胜山支行 58585347
新浦支行 58585371

掌起支行 58964941
龙山支行 58585839
逍林支行 58965308
横河支行 58585247
园丁支行 58585996

新城支行 58585901
古塘支行 58585246
孙塘支行 58585395

活动期间，62开头的中国银行信用卡（不含准

贷记卡）客户在慈溪地区欧焙客，使用中国银

行手机银行APP或云闪付APP绑定62开头的中国银行信用卡

（不含准贷记卡）出示付款码完成支付，消费满 50元可有机

会享受立减 20元优惠 （20
元封顶）。每个活动日每位

客户限享一次优惠，每月限

享两次优惠，每周共100个

名额，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优惠活动需在指定收银

设备上完成，支付前请咨询

商户收银员。

活动内容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底，每周六

慈溪分行
CIXI BRANCH

尊敬的客户：
为进一步落实监管部门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相关要求，切
实保障您的账户资金安全，我行将
对部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金融功能
进行限制，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限制账户范围
存量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出现以

下任一特征：
（一）不活跃账户
1.连续 12个月未发生资金收

付（结息除外）的；
2.连续 24个月未发生资金收

付且账户余额小于100元的；
3.开户之日起 6个月内无交易

记录的。
4.重点监测地区不活跃。
（二）客户信息不完整账户
1.预留身份证件有效期过期超

过三个月，且未及时至我行更新
的；

2.关键信息如职业、地址、手
机号、证件等不完整或已变更的账
户，客户未在合理期限内补充、完
善且未提出合理理由的。

（三）其他类型账户
1.新开账户回访存在异常的；
2.账户历史交易渠道、地点、

时间、规模、频率等与个人客户身
份特征不相符的。

二、限制措施
如您的账户存在上述情况，本

行将视情况对您名下的个人银行结
算账户采取相关限制措施，如暂停
非柜面业务、只收不付、不收不付
等。本公告所称资金收付是指个人
银行结算账户发生的除银行计息以
外的其他收款或付款交易。

三、解除限制途径
如您的账户需要恢复金融功

能，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存
折或银行卡，到我行任一营业网点
进行账户信息核实、更新，我行将
视核实情况对您的账户恢复全部或
部分金融功能。

四、郑重声明
我行在账户核实过程中，不会

通过任何方式要求客户提供账户密
码、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也不
会以任何理由要求您进行转账等涉
及账户资金的操作。同时我行不会
发送“取消限制账户交易”、“账户
年检”等相关手机链接，切勿随意
点击不明链接，防止信息泄露造成
资金损失。感谢您对我行工作的大
力支持和积极配合，由此给您造成
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疑问，您
可以通过电话或前往我行各营业网
点咨询。

慈溪农村商业银行
2022年11月15日

关于限制部分个人银行
结算账户金融功能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