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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今年商住供地大幅增加
市区计划供应量比前5年平均供地量增加100.4%
金报讯（通讯员 楼立明 王茜 记者 樊莹）记者
昨天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获悉，2017年全市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计划总量为6.76万亩，比2016年实际供应量
增加29.50%。商住供地增加明显。
在 计 划 供 应 土 地 中 ， 商 服 用 地 10129 亩 ， 占
14.98%；工矿仓储用地19276亩，占28.51%；住宅用地
15422亩，占22.81%，其中商品住宅用地11776亩，拆
迁安置用地3646亩；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7041亩，占
10.41%；交通运输用地12743亩，占18.85%；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2787亩， 占4.12%； 特殊用地215亩，占
0.32%。
2017年计划供应商品住宅用地为11776亩， 其中
市区计划供应量8766亩， 比2016年实际供地量增加
35.6%；比前5年平均供地量增加100.4%。
值得注意的是，对商服用地，考虑到招商引资和
促进旅游、养老、文化等产业发展需要，有意向地块

均已纳入今年的供地计划， 但在土地出让时遵循几点
原则。
包括：商务金融、住宿餐饮和大型超市、城市综合体
等经营性用地供应前， 必须开展区域用地需求评估；对
旅游、文体娱乐、养老、医疗、教育等特色产业的其他商
服用地应保尽保； 可售商业办公库存去化期限超过24
个月的区县（市），应减少商业办公供地规模，超过36
个月的应暂停出让商业办公用地。
接下来，宁波市国土局将会同市住建委等部门，根
据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 合理把握住宅用地供应规
模、结构和时序，确保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同时相关部
门实施弹性管理， 对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具
体地块， 包括列入当年供应的正式项目和不超过正式
项目面积30%的后备项目两部分，实行适度弹性、滚动
管理，在不超出年度各用途计划供应总量的前提下，可
相互替换。

国内保险业大咖昨日云集宁波
共商移动互联网的保险营销
金报讯（记者 王伟）昨天，中国保险行业多位大
咖和营销精英共850多人齐聚宁波，参加一个峰会，共
同探讨“民生服务与价值创造”，以及“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保险营销”。这个峰会就是由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和宁波市政府联合主办的2017中国保险营销峰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从2011—2016年，全国保费
收入从1.4万亿元增长到3.1万亿元，年均增长16.8%。
我国保险市场规模先后赶超德国、法国、英国，当前有
望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这其中，2016年人身险保
险保费收入2.16万亿元。
至2016年底， 全国保险营销员达657.28万人，较

年 初 增 加 185.99 万 人 ， 占 当 年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总 数 的
14.15%。
据悉，中国最早的保险便起源于宁波，如今保险业
更是成为宁波推动社会治理和经济转型发展的有效工
具之一。在巨灾保险、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城镇居民住房
综合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农村
保险互助社等领域，形成或提升了“宁波经验”、“宁波
模式”、“宁波解法”、“宁波样板”，保险日益成为宁波
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峰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宁波市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备忘录。

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
（宁波赛区）昨日启动
金报讯 （通讯员 庄园 刘汀 记者 郑
晓）昨天，第六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波
赛区）的赛事全面拉开帷幕。记者获悉，第六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正
式落户宁波。
大赛由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全国工
商联和全国网信办单位共同指导，科技部火
炬中心、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
中心等单位承办，是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第六
届大赛由宁波市天使投资俱乐部、宁波市科
技金融服务中心承办。今年大赛将不再设置
团队组，而是以2016年1月1日为界，分为初
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参赛企业应为成立
10年内、 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2016
年销售额不超过2亿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符合条件的企业即日起至5月31日可登录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 www.cxcyds.com注
册报名。
为了鼓励和支持优秀创业企业，今年大
赛组委会专设奖金池200万元， 并提供贷款
授信额度5000万元、天使投资资本达2亿元！
宁波赛区将决出20家获奖企业，包括特等奖
1名、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每
家企业都将获得3至50万元不等的现金奖
励， 并将收到全国行业总决赛的直通券。此
外， 大赛间隙将穿插开展导师一对一辅导、
大型路演、天使头脑风暴、天使对接、天使培
训、大咖站台等一系列活动。今年大赛将继
续全程提供对接资本的机会。

■基金一览

新华基金一季度固收业绩夺冠
■宁波银行专栏

稳健经营 持续发展
从1997年至2017年， 伴随中国经济
发展20年， 宁波银行已成为一家总资产
超过8800亿元、员工人数超过1.1万人的
区域性上市银行，进入全球前200家银行
之列。
自2004年完成改制后， 宁波银行实
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跨区域经营以
及公开上市三大战略， 至此进入发展快
车道。2013年和2015年， 宁波银行先后
发起设立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永赢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开始探索综合化经
营模式。
随着自身不断发展， 宁波银行确立
以长三角为主体，以珠三角、环渤海湾为
两翼的“一体两翼”机构发展战略。2007
年以来，宁波银行先后在上海、杭州、南
京、深圳、苏州、温州、北京、无锡、金华、
绍兴、台州和嘉兴设立12家分行，目前营
业网点超过310家。
宁波银行始终坚持“审慎经营，稳健
发展”的经营理念，以“了解的市场，熟
悉的客户”为准入原则，紧跟行 业发 展
趋势，合理摆布资源，推进业务结构向多
元化转型，打造出公司银行、个人银行、
零售公司、金融市场、资产管理、资产托
管、投资银行、信用卡等多个利润中心，
形成明确的客户目标和发展定位， 在个
人银行、零售公司、公司业务、资产托管
等领域初步建立起自身的品牌。
多年来， 宁波银行不断推进业务结
构向大零售转型。2006年，宁波银行成立
独立的个人银行条线，经过多年的努力，

个人业务盈利占比不断提升。2007年，宁波
银行成立零售公司条线，推出“金色池塘”
系列小微企业融资产品，近年又推广“税务
贷”、“快 审 快贷 ”、 “捷 算 卡 ” 等 特 色 产
品，在区域市场中受到欢迎。
宁波银行始终坚持 “控制风险就是减
少成本”的经营理念，将守住风险底线作为
最根本的经营目标，持续完善全面、全员、
全流程的风险管理体系， 在复杂经济环境
中经受住考验， 不良率连续多年保持在1%
以下，资产质量优良。
宁波银行高度重视科技系统建设，构建
面向业务、面向服务、面向客户的“三位一
体”应用系统体系，已建设完成的“两地三
中心” 的灾备体系能有效防范科技运维风
险。宁波银行紧跟市场主流动向，提高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三大传统电子银
行渠道服务水平，发力微信银行、直销银行
等互联网金融服务渠道建设， 为客户提供
便捷高效的服务。
20年风雨兼程 ，宁波 银 行展 现出 优 秀
的成长性和经营管理能力。站在新的 起点
上，面对新一轮银行业发展变革，宁波银
行积极探索中小银行差异化的发展道 路 ，
持续积累在各个领域的比较优势，努 力 打
造成一家具备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在 细分
市场客户服务上具备比较优势的优秀商业
银行。

在股市持续震荡下，债券基金配置价
值不减，尤其是经过前期调整，今年以来
债市呈现“回暖”趋势。海通证券数据显
示， 一季度公募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业
绩整体表现较好， 其中， 新华基金以
1.53%的净值增长率排名行业第一。从近
半年和近一年排名看， 新华基金也分别
以1.81%、4.32%的净值增长率排名行业
第一、第二。另据银河数据显示，截至4月

14日，新华基金旗下债券型产品全部获得正
收益，其中，新华信用增益、新华信用增强、
新华双利债券、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四只产品
今年来净值涨幅均在2.33%以上，进入行业
TOP10。
此外，在保本型基金中，由姚秋管理的新
华阿鑫一号、新华阿鑫二号、新华鑫安保本一
号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分别为1.94%、3.02%、
1.88%%，也均在176只同类基金中排名前10。

南方基金应帅：股市或现稳中求进格局
A股碎步慢跑的“纠结”行情已经持
续一年，如何看待市场的这一表现？未来
股市将如何演绎？ A股的投资机会又在
哪里？ 南方转型驱动基金经理应帅日前
在南方基金2017年彩虹之旅南京站活动
上表示， 市场过去一年已经渐渐走出震
荡上涨的慢牛行情， 这一过程是一个底
部不断抬高，但节奏很慢的过程。从未来
两三年的中长期来看， 市场或将维持长

期慢牛，稳中求进的格局。在此背景下，当前
比较看好有估值修复行情的银行板块及一
带一路等投资主题。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14日，由应帅
管理的南方转型驱动混合基金今年以来的
业绩涨幅为10.99%， 在1367只灵活配置型
混合基金中排名第29位。自2016年3月23日
成立以来，该基金的净值增长率为19.20%，
年化收益高达18.02%。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获“金基金奖”
4月20日，由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十
四届中国“金基金奖”颁奖典礼在沪隆
重举行。 泰达宏利旗下泰达宏利养老收
益基金凭借着持续优异的业绩表现荣获
“绝对收益基金奖”。
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泰达宏利养老
收益始终坚持追求绝对收益， 力争兼顾
产品的安全与收益， 这在其投资策略中
可见一斑。 泰达宏利养老收益主投固收

类资产，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
方式对债市进行深度的信用挖掘，精选具有
较高投资价值的个券，与投资者共享债市收
益；与此同时，泰达宏利养老收益也关注权
益资产投资，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参与
打新，把握投资机会。泰达宏利养老收益这
种“债券+打新”的资产配置力争实现基金
资产的保值增值，符合投资者对养老理财的
定位。

华安基金再获“2016年度金基金·TOP公司奖”等三项殊荣
《上海证券报》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
金基金奖评选结果揭晓， 华安基金继去
年将三座金基金奖杯收入囊中后， 今年
再度捧回三项大奖： 华安基金斩获
“2016年度金基金·TOP公司奖”； 华安
核心优选获得 “2016年度金基金·偏股
混合型基金奖”； 华安上证180ETF获得

“2016年度金基金·指数基金奖”。
华安基金作为业内领先的资产管理机
构，多年来秉承“以研究驱动投资，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追求风险可控前提下
的稳健投资绩效”的投资管理理念，成功跨
越中国证券市场数次牛熊更迭，为投资者赚
取了可观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