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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出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11条新政”

三年内至少三成贷款要投制造业
“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涉农等领域的信贷投入力
度， 力争2017年底上述三类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至2019年末制造业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达到30%以上。”
“鼓励提高纯信用贷款比例，丰富完善贷款品种，减
轻企业还款压力。”

泰国泼水节将至
赴泰游或增长40%
检验检疫部门有三大提醒

2017年， 宁波实体经济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利好消
息。继前不久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22条扶持新政”之后，最近，宁波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激励引导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从强化逆周期调节、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科学合理授信、充分
利用资本市场等11个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实
□记者 王伟

效性。

金报讯（通讯员 任东峰 吴金彪 记者 周阳
叶佳）近日，90后郑先生从泰国旅游回来，刚下飞
机，他所带的菠萝蜜就被宁波检验检疫的工作人
员给拦了下来。
泰国泼水节在即， 近期赴泰国旅游人数将大
增，宁波检验检疫局为此专门发布针对泰国游的
出入境提醒。

泰国泼水节在即，赴泰游升温

强化逆周期调节 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11条新政”的第一部分，是强化逆周期调节，
加大支持实体经济的实效性。具体而言，要求各金
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小微企业、涉农等领域的信
贷投入力度，力争2017年底，上述三类贷款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至2019年末制造业企业贷款占全
部贷款比重达到30%以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要完善考核激励机制与相
关招投标办法，将银行业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
作为财政资源分配、 政府项目合作的重要依据之

一。同时，对各金融机构设定差异化的不良容忍度。
何为“强化逆周期调节”？宁波一商业银行负责
人告诉记者，经济周期的存在使商业银行在经济上行
时期大量放贷积聚风险，助推经济泡沫，一旦经济下
行，容易产生不良贷款从而引发信贷紧缩。这样的结
果是扩大宏观经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波动幅度，
并最终加剧金融风险。逆周期调控是指通过一些政策
工具和措施让整个周期波动性平缓下来，负面冲击小
一点。

检验检疫部门有三大提醒

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适应不同企业特性
要向银行贷款，少不了抵押物。然而，对于很多
新兴企业， 尤其是轻资产重技术的新兴企业来说，
抵押物往往是获取信贷路上的一大拦路虎。 如今，
这一困境有望缓解。
《意见》鼓励各银行加大创新力度，拓宽抵押物
应用范围，探索发展以知识产权、排放权和节能量
等为抵（质）押物的新型融资方式。鼓励提高纯信

用贷款比例，丰富完善贷款品种，减轻企业还款压力。
要求进一步创新完善城乡小额贷款保证保险，
建立和推广“银政保” 合作模式，探索三方 风险共
担机制。设立制造业贷款风险资金池，对符合条件
的贷款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放大财政资
金的杠杆作用。同时，特意强调支持科技创新企业
的创新融资。

科学合理授信 不简单抽贷停贷
当企业经营好时，多家银行抢着给授信额度，一
旦企业经营出现困难，谁都想早点抽贷，以免出现
不良。这样的信贷现象不在少数，造成的结果往往
是形势好时过度授信，形势不好时银行抽贷成压死
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现象，
这次《意见》特意提出了科学合理授信要求。
对于所涉贷款银行在3家以上的，要积极组建债

权人委员会，从而严格落实联合授信管理机制，防止
过度、无序授信。
对抵押物价值缩水、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暂时出
现资金缺口的企业，要有针对性地运用转贷、续贷等
创新还款手段，不简单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暂时遇
到困难但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支持
其合理信贷要求，避免“一刀切“式抽贷、压贷、停贷。

鼓励上市直接融资 拓宽融资渠道
通过上市直接融资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
金，是企业做大做强的有效手段之一，也使企业摆
脱了银行信贷的制约。一直以来，市政府都鼓励企
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走直接融资之路。
此次《意见》要求落实企业上市挂牌扶持政策，
推动优质企业在境内外上市，鼓励成长型企业在新
三板、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同时要扎实推进政

4月13日至15日， 泰国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泼水节即将到来。 此时又是热带水果上市的旺
季， 泰国官方预计将有47万名外国游客入境泰
国，而在这其中，中国游客所占比例近一半。
昨天，记者从宁波中国国旅、飞扬、康辉等旅
行社了解到，咨询和预订泼水节期间泰国游的游
客明显增加，赴泰游进入预订高峰。业内人士预
计，泼水节有望成为继清明节后赴泰游的又一出
游小高峰。携程旅游网统计数据显示，泼水节期
间订单环比增长40%， 特别是自由行游客增加明
显。泼水节期间泰国游也有所涨价，每一单涨了
200-300元。

府产业基金、 创投及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运作，促
进各类基金集聚发展。 推动公司债和企业债发行，扩
大股债结合产品规模。
此外，《意见》 还在加大保险创新、 加快风险处
置、化解担保链风险、建立健全政策性融资体系、优
化信用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相关要求， 并落实到各
个部门。

记者了解到，截至昨日，宁波检验检疫部门今
年已经截获1653批次，重达1212.49公斤违禁品。
从泰国入境的市民经常被查获的有芒果、 山竹、
榴莲等水果，还有价值较高的燕窝。如果您近期
也有出游泰国的计划，检验检疫部门提醒，以下
三大事项需要注意一下。
首先，出入境携带特产需谨慎。我国对禁止邮
寄、携带入境物品有详细名录。常见的如新鲜蔬
菜、水果、肉类及其制品；动物源性奶及奶制品；
蛋及其制品，都是不能携带入境的。不常见的如
种子、 苗木以及其他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材料、
活动物（犬、猫除外）等，也是不允许携带入 境
的。在入境查验中，宁波检验检疫局发现会有小
部分旅客从泰国携带燕窝以及鲍鱼、鱼翅、木雕
等价值较高物品，这也是不允许携带入境的。
其次，注意饮食安全，防止病从口入。泰国海
鲜价廉美味， 相信每个游客都不愿轻易错过，但
食物卫生同样重要，不注意就可能会出现感染性
腹泻等肠道疾病。
最后，做好旅行保健，防止传染病感染。东南
亚地区寨卡病毒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
传染病疫情较为严重，其病原体主要通过埃及伊
蚊、白纹伊蚊等蚊虫叮咬传播，寨卡病毒还可通
过性接触传播，目前这三种传染病均无有效疫苗
或药物预防或治疗。
招聘 ： 客户服务经理 及 管 理 干
部，行政内勤助理，客户经理及
管理干部 :5000 -8000 元 + 奖 金 ； 年
龄:25-55周岁，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
行政内勤助理 要求: 会电脑基础
操作及热情耐心， 待遇2500元+ 奖
金500-4000元不等

联系：叶经理15857401116
黄经理13780053269

物 业 87254648
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地段好 57 间宾馆转 13395886786
海曙仓库厂房出租 13566628493

新 装 快 餐 店 转 让
现转让品牌咖啡厅楼下新装盈利
大食堂，面积 400 左右，转让，承包
或合作即可！ 接手即可营业
13957800588 张先生

店 面 出 租
海曙一家 800 平方营业中足
浴店转让，有固定客源。
有 意 者 联 系 18157448993 王
二手旧货
你有旧货我都收 13505746027 郑
厨房.空调.蛋糕设备 13065896255

写字楼、商铺出租
1、 中信大厦 29 楼精装写字楼
185M 2 一套；550M 2 一套。2、马园
路 169 号 6 楼精装写字楼 800M 2 丽
园路、 气象路 518 号商铺 18 套
出租。 联系：13081901628
东吴 600m 2 厂房出租 18957829563

转 让
市区新装修会所，因老板另有发展，
现转让。 适宜美容，理疗，spa.足疗等。
有 意 者 电 17098647379 郑 先 生
生

活

调查咨询

神洲调查 87289267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征婚交友
温馨提醒：因广告审查仅涉及
《
广告法》
要求的相关内容， 敬请应征者注意验查
对方相关手续，注意自我保护！ 本刊信息
不 作 为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单身未育女 52 有房 17189402272

事编女孩 30 车房漂亮 18268565376
女 58 事退有房找伴 15381381389
本女 60 私企有房找伴 15557006791
本女48开厂有房有股13819853785
女 64 事退开厂找伴 17077961869
本女 54 开厂有房找伴 17077930847
漂亮女 30 家富无孩 15852749791
女 62 真心找伴落户 13175900685
贤惠女 30 富裕寻男 18721019976

社区婚介
★丧偶未育无孩好老太 65 岁，银
行退休劳保高，有大套住房及店
铺出租。 喜欢锻炼、音乐、旅游的
她，诚找位身体健康，性格好的男
士，有缘近期生活在一起。 委托
15658216170
★未婚女 28 岁，美丽大方，市区有婚
房。随母经营服装厂，业务稳定。现诚
寻一位： 有爱心性格好的男人携手，
地区条件不限。 委托 15658216170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喜乐搬家优 87778900

开心长短途搬家搬厂 87709899

商

务

诚 招 加 工 户
上海翔帅实业因产品订单量增
加，公司现对外诚招手工活外发，公
司统一管理，货源充足，现金结算。
尹经理：17701616777

遗失声明
宁波市鄞州石碶天隆宾馆遗失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
局 2012 年 3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一份，注册号：3302
12609800389 声明作废
余姚市小嫦娥姚雪丽食品店注
册号 330281605028739 遗失宁
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1 年 7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雪丽经济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
281MA281XRH42 遗失余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 808 万元人民币减到
1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萍漪仁生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宁波市鄞州红星美凯龙景方家具
商行遗失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
鄞州支行开户许可证 1 本，核准
号：J3320025195101 声明作废

宁波建程钢筋连接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汽车购让中介
急购全顺商务轿车
面包车皮卡车货车13056903116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宁波雅乐梳业有限公司股东
宁波巧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决议 （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决议解
解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成 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成立
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志龙 邮编：315400
联系人：邹俊 邮编：315400
联系电话：13605840300
联系电话：62708657
地址： 余姚市阳明街道新桥村舜宇路 地址：余姚市梨洲街道南庙村水磨潭 668 号
宁波雅乐梳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宁波巧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减到 18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卓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知顺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云国古建筑建设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