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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杭州平安财富”

微信平台扫一扫

平安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地址：市心中路1018号

电话：82659176

萧东支行地址：瓜沥镇超世界机动车市场10号楼 电话：83899286

杭州江南小微支行：市心北路299号 电话：83518315

网址：www.bank.pingan.com，服务热线：95511-3

新发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灵活添利201期（口袋银
行平安夜特别理财）

和盈868期（中国平安财
神节理财夜市专属）

尊贵智慧60期
（中国平安财神节专属）

和盈871期
（中国平安财神节专属）

周添利（滚动）
2012年1期

认购期

12月24日-25日

12月23日
19:00-22:00

12月23日-28日

12月24日-28日

12月22日-23日

认购
起点

5万元

5万元

100万元

5万元

5万元

期限

35天

30天

31天

37天

6天
（滚动）

预期年化
收益率

6.7%

6.7%

6.6%

6.5%

6.0%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3个月之
代发客户专属计划

同享盈增利之
新客理财计划

同享盈增利5万起
35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30万起
35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100万起
35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
2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5万起
3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30万起
3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100万起
3个月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
6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
12个月计划
天添盈1号

2014年第686期同享
盈年末特供理财计划
2014年第687期同享
盈年末特供理财计划

销售日期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7×24小时
12月23日

-25日
12月23日

-25日

起点
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30万元

100万元

5万元

5万元

30万元

10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期限

3个月

188天

35天

35天

35天

2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每天

38天

90天

预期收益率

5.50%

5.90%

5.20%

5.30%

5.40%

5.30%

5.40%

5.50%

5.60%

5.55%

5.65%

4.80%

5.50%

5.70%

产品类型
/风险

非保本浮动
/较低

“中国平安财神节”——平安银行为您量身定制的专属理财产品

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现对西门农贸市场局部装
修改造工程和西门农贸市场卤味、蔬菜区等大梁加固
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报名条件: ① 西门农贸市场局
部装修改造工程（预算造价约30万元）：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或者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设计与施工二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为建筑工程
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② 西门农贸市场卤味、蔬
菜区等大梁加固工程（预算造价约9万元）：特种专业
工程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结构补强），项目负责人为建
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二、报名资料：介绍信(原件，须在公告时间后有

效)、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资质证书、委托书。(注：报名时需携带原
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盖公章)

三、报名地点: 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萧山
第二分公司招标部（萧山区金惠路398号国泰大厦北
楼一单元601室）

四、报名时间:2014年12月26日8:30-16:00时止
五、联系人:汪欣怡 报名电话：0571-82892913
招标人: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建设开发服务中心
代理机构：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萧山第二

分公司
2014年12月22日

招 标 公 告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为萧山区衙前镇衙前村螺东路商住楼A

楼底层房屋和B楼整幢房屋三年租赁权。具体如下：1、A楼
底层东面，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租赁权起拍价39万元/
年；2、A楼底层西面，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租赁权起拍
价39万元/年；3、B楼整体，建筑面积约5500平方米，租赁
权起拍价77万元/年。

以上房屋无《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租赁期
限三年，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年租
金保持不变。1号、2号标的三年租金一次性支付；3号标的
前二年租金一次性支付，第三年租金在租期开始前支付。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5年1月9日9：30；浙江汇丰拍
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4年12月23日至26
日，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月8日
16：00止；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
萧绍路999号银河商务中心六楼）。

五、报名时，法人请随带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及委托书；公民请随带本人身份证。交纳保证金
10万元/标的。

六、未尽事项，请来人、来电咨询。联系电话：
0571--82732297、82717676；网 址 ：www.zjhfpm.
com。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
83899063。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通讯员 黄俊男 首席记者 洪科

本报讯 12月21日，浦阳镇谢家村
群贤毕至，来自全省各地的谢氏族人齐聚
在重新修缮一新的谢氏家庙——宝树堂，
庆祝家庙正式落成启用，同时还举行冬至
祭祖仪式，祭拜先祖灵位，祈求谢氏一族
繁荣兴旺。

据了解，浦阳镇谢氏一族源于上虞东
山谢氏，至今已有千年历史。谢氏家庙始
建于明代，由于近百年的失修，祠堂损毁
严重。2013年，村三委会决定，成立谢氏
家庙修缮委员会和工作班子，经过一段时
间的精心设计、全力修复，谢氏家庙恢复
了原貌，成为族人缅怀先祖，传承后人的
思想教育基地。

浦阳镇谢家村举行祭祖仪式

■记者 姚潮龙 通讯员 洪敏

本报讯 冬日下，清澈见底的河水
泛着粼粼波光，河堤两岸绿树掩映，景色
宜人，让人流连忘返，这是益农镇利农河
经过治水洗礼后的美丽蜕变。

自全区“五水共治”冲锋号吹响后，
益农镇迅速行动，打出一系列“组合
拳”，深入实施了以河道清障疏浚、畅流
活水、绿化美化、长效保洁为重点的综合
治理，着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优质
环境，让百姓乐享幸福生活。

4月初，益农启动了对区级垃圾河
——塘南内河的治理。整治过程中，该镇
共出动3支专项清障队伍、3台挖机、部分
运输车辆及船只，对沿岸的鸡舍、鸭棚、猪
圈、棚厕等违建进行拆除，清理河边侧翻
树木，对河底的淤泥、沉船等进行打捞，共
清理垃圾约550吨；拆除鸭窝等乱搭乱建

约3000平方米，打捞沉船66条。不到2
个月时间，塘南内河的面貌就发生了彻底
改变，顺利摘掉“垃圾河”的帽子。

借着“五水共治”的东风，如今，白洋
川、三围南河、头埭湾、二围绕埂湾、抢险
河、一围抢险湾等河道的综合整治也全
面铺开，“水清、岸绿、景美”的愿望正逐
步变为现实。此外，为破解河道整治后
长效管理的难题，在探索建立“正式河
长+民间河长”管理模式的基础上，益农
按照“属地管理、分段负责”的原则，由各
村村干部担任分段河长，动员全社会力
量共护一江清水。

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针对施
工前期工作阻碍多、工程推进难等问题，
益农多次召集施工方、监理方、村两委召
开工作协调会，落实责任，倒排时间计
划，确保工程质量不降、进度不减。目
前，三围、众力2个亮点村已完成80%的

工程量，预计12月底可基本完工。
除了做好亮点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工

程外，该镇以点带面，在5个第一批一般
村和7个第二批一般村全面铺开。目前，
群围、群英等5个第一批一般村已进场开
工，计划在年底前完成主管敷设；利围等
7个第二批一般村已完成设计方案评审，
进一步修改优化后，将加快后期推进。

“下阶段，益农的‘五水共治’工作主
要是做好‘转’字文章。”益农镇分管农业
的副镇长周志军表示，从政府主导的集中
治污清障转向全民共同维护。从垃圾集
中清理转向长效保洁，从臭河、垃圾河整
治转向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河建设，再
现“碧水绕州城、清流润民心”的美景。

■记者 张婷 通讯员 孔令锋 王丽利

本报讯 一群在读高中生，自己创
业做店主，顾客是同学和老师，这样的场
景您见过吗？位于临浦镇的萧山三职校
园里就有这么一条创业街。

48名学生竞岗成第一批“商户”

每天的中午和傍晚师生休息时间，
萧山三职的“创业一条街”便成了最热闹
的地方。现在这条街上共有8家小店，
店主和店员全是学校的学生，生意好的
时候，他们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就得招
呼“顾客”。

这个创业金点子是由学校管理层想
出来的。据学校教师王杭平介绍，为了
进一步激发职校学生的创业激情，挖掘
孩子们的创业潜能，今年9月起，学校将
2号寝室楼的一楼改建成创业一条街，
并结合学校专业的设置，推出了服装、物
流、电子制作、传媒科技、动漫等8个创
业店面，在全校学生范围内进行“招商”。

“招商”环节公平而又严苛。据说，
有创业梦想的孩子们需要先自我报名，

再经历答辩、资格审核等环节，最终，48
名优秀学生“竞岗”成功，他们自由组合，
形成8个创业团队，学校再为每个团队
配备1名指导老师，就这样诞生了学生

“商户”。

创业街成人气最高之地

“乐淘淘”服装店是创业街中人气
较旺的一家服装店，“店主”封明海来自

“服装142班”，中午时分，小店里已聚
集了不少“顾客”。“这都是我上周末和
店员一起在义乌进的服装新款，大家随
意挑，有折扣哦……”封明海一边吆喝
着一边招呼顾客，显得颇为老道。他告
诉记者，开店3个月来，生意一直不错，
不少同学和老师都很中意店里的服装
款式；不过，由于是第一次做生意，各方
面经验较为缺乏。目前为止，他和其余
几个店员共同投入的3000多元“本金”
还没有赚回来。即便如此，他依然信心
满满，相信自己和店员们一定能赚到第
一桶金。

紧挨着“乐淘淘”店的是一家名为
“绘色手工坊”的订制店铺，主要为顾客
进行服饰、纪念品的“私人订制”，店长李
佳艺就读于“信息135班”，她坦言，创业
的2000元本金是向学校打了欠条借的，
学期末就要全数奉还。最近，她和店员
们从义乌进了一批雪地靴，充分发挥她

们的手工优势，在鞋面上绘制各色卡通
人物，深得学生顾客的喜爱。“一双普通
的雪地靴进价约为40元，经过我们的绘
制，每双可以卖50元，这其中的10元便
是创意得来的盈利呢!”李佳艺笑着说，
创业的过程中，她慢慢地体会到了创业
的艰辛，也得到了胆识等各方面的锻炼，
对自己的帮助非常大。

创业一条街的设立，对孩子们来说，
盈利绝不是第一位的。通过这样的锻
炼，老师们看到了孩子们身上的闪光
点。“洗衣生活馆”的几位男生店员，平时
在家，自己的衣物全是父母帮忙洗的；开
了洗衣店后，他们硬着头皮接缝补、洗衣
生意，样样得自己来，这其中的转变，连
老师们都直呼感动。

有意思的是，为了管理好这条创业
街，学校还成立了“校园工商局”，全程模
拟现实创业情景。每个学期末，“校园工
商局”将对“商户”的经营资格进行审核，
通过审核的“商户”会得到“营业执照”；
而“不合格”的“商户”将被取消经营资
格，由下一轮具备创业梦想的孩子们顶
上。

正如小“商户”陆梦迪所说，当今社
会，已不再是“学历”主宰的时代，综合职
业素养和能力才是一个人成功的通行
证，在创业街的“职业生涯”，令他心中涌
起了一股激情，也让他觉得，这样的经历
对日后的就业和个人发展都有帮助。

临浦有条校园创业街 高中生竞岗当“老板”
全程模拟现实创业，学生感叹收获不小

五水共治 助力益农打造灵秀之城

■记者 王哲君 通讯员 陈狄锋

本报讯 近日，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2014“治水美镇 浙江样本”图片展暨
经验交流会上，河庄街道作为萧山区唯一
一个镇街成功入选50强，并接受了领导
的命名和表彰。

50个治水样本美镇以展板形式分享
了各自治水成果，治水美景、作战图、整治
前后对比图、“五水共治”行动现场……图
片展上，一幅幅制作精美的图片 一一展
现在人们面前。交流会上，大家就目前存
在问题和治水良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据了解，此次“治水美镇 浙江样本”
网络互动活动是由浙江省网信办、浙江在

线新闻网站和浙江城镇网联合举办，旨在
挖掘基层治水先锋故事，推广基层城镇治
水经验。“治水美镇 浙江样本”50强分

“工业治污”“环境改造”“人水和谐”“管水
护水”“秀水魅力”5类，代表不同类型的
城镇样本。河庄街道以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及污水处理试验展示区为特色，成功入
围“环境改造”类城镇样本。

位于江东村的不同类型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试验展示区，集中展现了包括无动
力厌氧+人工湿地、微动力处理、无动力
厌氧等当前处理污水的五类方法模型，通
过在线监测和人工实验获取数据，形成了
融合治污、展示、科普、实验、监测等多种
功能为一体的实验展示区。

河庄入选“治水美镇 浙江样本”50强

全力推进
五水共治］［

■记者 尚倩倩 通讯员 华兴桥

本报讯 冬至时节吃水饺是我国的
一个传统习俗，昨天，我区首个蓝领驿站
——衙前创业新村蓝领驿站组织了一次
邻里节，来自五湖四海的外来务工人员聚
在一起，动手包水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
冬至节，而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不仅承载
着蓝领驿站的爱心，更让社区外来务工人
员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活动一开始，创业新村的工作人员们
就准备了肉馅、饺子皮以及各种包饺子的
工具，大家争先恐后地包了起来，拿皮、装
馅、捏合……动作娴熟，个个都是包饺子
能手，现场气氛温馨而快乐。由于大家来
自五湖四海，包的饺子形状各异，有元宝
形的，有锯齿形的，有三角形的，极具地方
特色。一边大家包着饺子，另一边已经有
人烧水了。一会儿工夫，一盘热气腾腾的
饺子就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大家乐呵呵

地吃着饺子，脸上洋溢着说不出的高兴。
老家在河南的聂兴存4年前就追随

老公来到衙前镇，本来住在农民房的出租
屋里，后来搬到创业新村，“感觉这里治安
和环境都非常好，住在这里很开心。”聂兴
存一边包着水饺，一边高兴地告诉记者，
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她在这里相
夫教子，对衙前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据了解，今年以来，萧山区以衙前镇
凤凰区域为试点，融合区域内凤凰村、创业
新村社区和凤凰工业园区（浙江省小企业
创业基地）各类资源，建立并启用了凤凰蓝
领驿站，这也是我区建立的首个蓝领驿站。

其中，创业新村社区是杭州首个以外
来务工人员为主要服务管理对象的建制
社区，蓝领驿站就以创业新村为依托，以
社区内集中聚居的2000多名蓝领为主要
服务对象、辐射凤凰区域内10000余名蓝
领职工，让他们即使身处异乡也能感受到

“家”的温暖。

区首个蓝领驿站组织邻里节 包饺子过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