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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经济
新常态

产品名称

“永乐理财”2015年第64
期（个人新客户专享）

“永乐理财”2015年第65
期高资产净值客户专享

“永乐理财”2015年第63
期（财富客户专享）

“永乐理财”2015年第6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浙银财富-天天增金
开放式理财产品

温馨提示：发行期最后一日销售截止时间为19:00

销售
渠道

仅限营
业网点

营业网
点及电
子银行

理财
期限

44天

101天

36天
102天
36天
102天
191天
367天

客户参考理财收益率详见我行主站“个人
金融服务-理财类产品-天天增金栏目”

测算年化收益率

6%
5.65%

5.45%
5.55%
5.35%
5.45%
5.50%
5.60%

发行期

6月24日-29日

理财交易日15：30
前购买当天起息

产品
类型

非保
本浮
动收
益型

风险
等级

低风险

低风险

个人客户
起购金额

5万元

100万元

20万元
2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个人新客户专享：44天6%

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1525 82891526
杭州萧东支行 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190800
杭州滨江支行 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87666303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详情请见我行网站或营业网点公布的产品说明书，并以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为准。★截至目
前，我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过往业绩不代表我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请您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
合适的理财产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浙商银行推出“浙银财富-天天增金”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啦！

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1525 82891526
杭州萧东支行 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190800
杭州滨江支行 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87666303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推出理财产品

地址：萧山区市心北路218号（交通路线：乘坐公交车123、705，建设三路站下车，步行50米；地铁二号线建设三路站下车，步行50米）
联系电话：88359900、88359929

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特别提醒：理财产品的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产品名称

专享1号（新客户）
专享1号（财富专享）
专享1号（党建特供）

专享1号（省外专享）

专享1号（电子银行）
专享2号（手机银行）
专享2号（直销银行）

专享2号（省外分行）

专享3号（高净值）
专享3号（私人银行）

销售
渠道
柜台
柜台
柜台

柜台、电
子银行

电子银行
手机银行
直销银行
柜台、网
上银行
柜面
柜面

起点
金额
5万元
20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20万元
100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6.10%
6.10%
6.10%

5.70%

5.70%
5.60%
5.60%

5.60%

5.65%
5.70%

产品
天数
98天
98天
98天

98天

98天
42天
42天

42天

182天
182天

产品募集日期

6月26日
-7月2日

6月24日-30日

产品起息日

7月3日

7月1日

招 聘 启 事
杭州萧滨每日送发行有限公司是萧山日报旗下的下属公司。

公司业务涉及报刊发行、物流配送、广告发布等。现因公司发展需

要，招聘主办会计1名。要求年龄在30-45岁左右，持会计职业资格

证书，财务会计类大专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主办会计工作经验，熟

悉有关会计法规、税务政策，有较好的财务分析和沟通协调能力；会

熟练运用OFFICE办公软件及相关财务软件。

联系人：吕女士，电话：83735803，邮箱：xbdaily@163.com

检测项目

生活
饮用水
标准

出厂水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

（CFU/
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
大肠菌群

（CFU/
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100

1

1

色度

(铂钴色度
单位)

≤15

<5

5

浑浊度

（NTU）

≤1

0.13

0.36

臭和味

（级）

无异臭、
异味

0

0

肉眼

可见物

无

无

无

耗氧量

（mg/L）

≤3

1.14

1.24

余氯

（mg/L）

出厂水：≥
0.3

管网水：≥
0.05

0.78

0.22

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2015年6月
水质公告

以上数据由浙江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萧山监测站提供。

■记者姚潮龙

本报讯 继参股深圳前向启
创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后，萧山的上
市公司亚太股份又投资了钛马信
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初步搭建起
智能汽车无人驾驶生态圈，两次对
外投资总共花费超1亿元资金。

亚太股份近期的种种投资情
况，仅是萧山上市公司今年掀起的
投资潮中典型的一幕。

随着证券市场持续上扬，A股
股价不断创出新高，上市公司普遍
处于不差钱状态，加速开展投资，
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成为众多萧
山上市公司一致选择。

投资动作频频

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系万
向德农控股子公司，根据日前已经
发布的公告，万向德农将对北京德
农进行增资，涉及资金1.92亿元。

在这一轮投资中，万向德农将
所持万向财务有限公司6.5%的股

权作价约1.52亿元增资，同时以现
金形式增资约3929.29万元。

几乎同一时间，恒逸石化、荣
盛石化也发布了内容接近的关联
交易公告，两家上市公司间接控股
子公司同时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
公司进行增资。

恒逸石化间接控股子公司宁
波恒逸贸易拟认缴增资 7500 万
元，荣盛石化间接控股子公司逸盛
投资拟认缴增资7500万元。

据了解，本次增资将新增海南
逸盛注册资本约2亿元，而恒逸石
化与荣盛石化两家公司的增资额
占增资总额的75%。增资后，两家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占海南逸盛的
股权比重均为37.5%。

在上述两家公司对海南逸盛
增资前，恒逸石化与荣盛石化还同
时对逸盛投资进行增资，增资总额
达到11.18亿元。其中，荣盛石化
拟认缴增资约7.83亿元，恒逸石化
拟认缴增资约3.35亿元。

此外，近期顺发恒业全资子公
司顺发恒业（美国）有限责任公司

计划以货币形式出资992.18万美
元，拟取得万向奥兰德有限责任公
司75%股权，并与其他合作方共同
开发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OR-
LAND PARK公寓项目。

进一步做强主业

萧山上市公司为何在这一时
间段加速投资脚步呢？市场人士
认为，一方面如今股市形势大好，
资本市场对公司认可度得到提高，

“对外投资，实际上也是资本运作
的一种方式。”该人士表示，另一方
面趁着这场资本盛宴，上市公司继
续增强主营业务。

比如，万向德农增资北京德
农，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德农是万
向德农重要利润来源，一旦完成增
资，北京德农注册资本增加至
1.86 亿元，而万向德农在北京德农
的股权也将增至 96.12%。“增资
后，有利于北京德农种业提高信用
度,增加流动资金，有利于企业长
远发展。”公告表明。

■通讯员陈鑫记者周喆

本报讯 随着房屋拆除、管道
迁改、土建等施工班组进场，钱江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建设全
面拉开序幕。

钱江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是省市重点建设项目，更是钱塘江

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工程在维持原一、二期原

有工艺的基础上，拆除原一期脱水
机房，在其位置上新建一座缺氧
池，将原二期水解池改造为厌缺氧
池。同时，扩建二期脱水机房，提
高其污泥处理能力。

在保障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

提下，改造工程正全面加快建设进
度，力争于2015年底完成土建施
工及设备安装。

工程改造完工后，钱江污水处
理厂出水水质将由原来的一级B
标准提高到一级A标准，为改善钱
塘江流域水质，促进区域环境改善
发挥积极作用。

萧山上市公司掀起投资潮
抓住股市向好契机，发挥企业自有资金比较充裕优势

钱江污水处理厂改造后 出水质从一级B提到A

今年以来，随着证券市场持续上扬，A股股价不断创出新高，
上市公司筹钱不难。利用这一优势，加速开展对外投资，进一步
完善产业布局，成为众多萧山上市公司的一致选择。

昨日，航民集团举办了“平安航民 幸福你我”职工安全生产知识竞赛。集团下属各企业组成了18支代表
队参加此次竞赛。此次知识竞赛旨在加强企业员工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生产知识的学习，提升职工群
众的安全生产意识。 通讯员 陈国龙 罗岚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中国政府网24日发布了《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制
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通
知》。通知提出，为推进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加强对有关工
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国
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

通知明确，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
筹协调国家制造强国建设全

局性工作，审议推动制造业发
展的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
大工程专项和重要工作安排，
加强战略谋划，指导各地区、
各部门开展工作，协调跨地
区、跨部门重要事项，加强对
重要事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
查。

根据通知公布的组成人
员名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任
组长，副组长为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苗圩、国务院副秘书长

肖亚庆、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林念修、科技部副部长曹健
林、财政部副部长刘昆。成员
包括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
关负责人。

通知还明确，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承
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工业
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毛伟明兼
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办公室成员。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新华社成都 6 月 24 日电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的科研人员24日告诉记者，在
对全球800多种浮萍进行筛选
后，他们找到了能高效治理污
水的浮萍株系，并通过浮萍培
养技术将废水中的氮磷高效
富集并转化成高品质生物质
原料。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研究员赵海率领团队经
过九年研究发现，浮萍具有与
水葫芦相当的氮、磷吸收能
力，对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有
超强的吸附能力。

“中国当前水体污染主
要为氮、磷污染，控制水污染
的关键在于减少水体中的氮

磷。”赵海说，目前主要技术
是采用微生物将有机氮转化
为氮气、将磷转化为污泥，但
需要通过曝气等消耗大量电
能的技术来实现，运行费用
高，而且难以实现资源的再
利用。

赵海团队在云南昆明中
试时，通过2年系统研究浮萍
与水葫芦对污水氮、磷吸收能
力和资源化利用潜力，首次发
现了浮萍具有与目前公认的
废水处理能力最强的水葫芦
相当的氮磷吸收能力，以及更
强的资源化利用优势。

同时，该团队在对浮萍废
水中试处理系统的水深、浮萍
覆盖率等运行条件进行了系

统优化后发现：通过6天处理，
可使典型的农村生活污水达
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

赵海说，如果按覆盖中国
淡水湖泊和池塘总面积的1％
计算，种植浮萍可年产乙醇
172 万吨，直接产值 103 亿
元。同时，可以减排二氧化碳
1000万吨，占我国排放二氧化
碳总量的1.5‰，利用前景广
阔。

九年来，赵海团队的足迹
遍布我国各地，走访了东南
亚、北美、南美，欧洲等地，保
藏了超过800个的活体生态型
纯培养材料，建立了国际上最
大的浮萍活体种质资源库和
数据库。

中国生物学家找到可吸附重金属的浮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