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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的 财 富 管 理 银 行

2017版熊猫金银纪念币火热销售中！交行更有惊喜优惠价！
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费！

详情请咨询∶82722203 82733747 83862359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金价有波动 投资请谨慎

新推理财产品

萧山支行营业部∶82722203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产品名称
稳添利42天浙江
稳添利122天浙江

稳添利203天
交银添利6个月
沃德添利120天

私银优享12个月

私银日享C款

天添利A款(普通版)
天添利A款
(高净值版)

产品类型/风险
保证收益型
保证收益型
保证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
浮动收益

销售时间

12月1日-7日

12月5日-7日

12月5日-11日

产品开放期内
每个自然日

银行工作日
8:45-15:30

产品期限
42天
122天
203天
181天
120天

364天

按日计息

预期年化收益率
4.65%

4.65%-4.7%
4.60%
4.65%
4.80%

5.00%

2000万元以下3.3%；
2000万元（含）-5000
万元 3.7%；5000万元
（含）-1亿元 3.8%；1
亿元（含）以上 3.9%

3.20%

3.40%

起点金额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万元

私人银行客户50
万元，非私人银
行客户600万元

2000万元

5万元
私银10万元,非
私银100万元

到期日
2018年1月19日
2018年4月9日
2018年6月29日
2018年6月11日
2018年4月11日
自单期产品投资
起始日起（含）的

第365天

——

萧山电大，全国示范性电大，政府公办高等院校，学科门类齐全，设有理

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科、专科专业，现有各类在校生8000余人。

2018年春季各类本科、专科招生报名已经开始，3月份入学。咨询电话：

82665050、82663950。

报名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K701、K702、K708、K412、K750公交

直达）。

萧山电大——家门口的大学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96390
官方微信“萧山供水”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热线82656789

萧山票务中心
国内 82662222
国际 82662266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事业、国企、教
师、白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厂房5000-20000
平方米出租、出售；求购∶5-30亩工业用地；求租∶
2000-20000平方米厂房；王岗18606505558。

网球培训
萧山区体育中心2017网球培训开始招生
报名热线∶82886800

天艺少儿艺术培训学校
主要开设了创意美术、动漫卡通、素描，现推出特惠活
动：只要450元就可以享受8节的专业美术课程。3
周岁以上均可报名参加。
电话：15068766958（朱老师）18368526638（李老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微医全科 高端体检
定制化健康医疗服务 推广价980元起
咨询预约热线0571-83823399

诚招外协单位
杭州发达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萧山临浦镇，
专业制造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因业务
拓展，现诚招配套机械加工单位若干，有意者请联
系∶华先生，（0571）57576185,13516705357。

大拇指养生馆 298元体验V脸或逆青春
年轻3一5岁；只花1980元的细胞玻尿酸母
液，我们给您免费护理30天，祛皱，祛痘及痘
印等。赠送价值3560元细胞产品感恩回馈。
地址:萧山金城路知稼苑23幢3单元802
电话:0571-82737668

老有“齿”依 老有口服

好牙享美食，“种植牙开放日”邀您参加
年龄大了，牙齿掉了，很多老年人会

以为这是“老掉牙”，是件正常的事，所以
不会特意去处理。但其实并不是，牙齿缺
失和掉落，对口腔保健和生活质量有着很
大的影响。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提
升，口腔保健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追求
品质生活的老年人，开始逐渐重视自己牙
齿的健康与美观。出现牙齿缺失，进行修
复，让缺失的牙齿重新“种”出来，在老年
人中已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其实，牙齿缺失是一种常见现象，牙
齿缺失不仅会导致牙周问题的发生还会
影响美观。为了让大家对自己的口腔有
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萧山知名口腔机构打
算把12月12日作为“种植牙开放日”，邀
请市民前去参观体验，学习口腔知识。

征集对象：单颗牙缺失、多颗牙缺失、
全口牙缺失、半口牙缺失、牙槽骨量不足
等缺牙人群。

征集人数：100名
现场活动：
1.报名成功后，可获得挂号、口腔检

查、专家方案设计、口腔CT检查四项贴心
服务。

2.报名成功后，来现场的前50名市
民将获得好礼一份。

3.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群可以享
受所有项目的定向服务，详见店内资讯。

顾阅 杜荣达

活动时间：12月12日13:30至15：00

公交：734、701、423、340、326、300、

181（绿洲嘉园站下）

地址：萧山区金城路193号华瑞汇金中心

B座203（萧山商会大厦对面）

报名咨询电话：（白天）0571-83586333

（晚上）18106584580

顾阅
知名口腔机构院长、中华口腔医学会

会员、口腔VIP专家，毕业于上海交大。
10余年口腔工作经验，工作细心，

多次赴日本、韩国进修，获得ITI、奥齿
泰、登腾等种植牙资格认证。

杜荣达
知名口腔机构技术总监，原北京口

腔欢乐瑞鲨医疗主任，瑞典ITI种植牙
认证师，登腾种植牙认证师。

北京口腔专家，有丰富的口腔工作
经验，对各类牙齿问题有一定研究。

■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日前，杭齿前进发布公告称，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拟设立全资资产管理
子公司（名称待定），从事投资管理业务。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且全
部以现金方式出资。

这是经过多年投资理财后，杭齿在资
产管理上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也充分说明了未来杭齿将更加重视对投资
的规范化管理。

用闲置募集资金 买保本理财产品

事实上，上市萧企如杭齿这般成立全
资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还是比较少见的，更
多的是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譬
如，今年一前一后在深交所上市的两家萧
企——兆丰股份和万隆光电也在近日踏上
理财“掘金”之路，不约而同发布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万隆光电发布的公告中称，经董事会
审议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万隆光电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1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理财产品。上述资金使用期限不得超
过12个月，公司可在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
内滚动投资。

公告显示，目前万隆光电已分别在中
国工商银行和杭州银行投资2000万元和
7000万元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预计年
化收益分别为3.3%和3.8%。

然而这并非个例。杭齿自上市以来，
也一直热衷于理财投资，甚至几度斥资购
买理财产品，这仿佛也成为上市萧企的惯
例，是萧山板块萧山企业圈的独有“风气”。

设立资管公司 开展多元化投资

萧企上市后为何纷纷热衷资产投资？有
业内人士认为，这其实躲不过一个“利”字。

据了解，兆丰股份自上市以来营业收
入显著增长，发展势头迅猛。据公司财务
报表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4.62亿
元，同比增长27.6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1.22亿元。

“资金充裕，利润可观，用闲置募集资

金可以‘利生利’，或许是许多公司频频购
买理财产品的重要原因。”某银行理财经理
表示。事实上，在公告中，兆丰股份也说，
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和公司价值，增加投资收益，可
以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投资回报。

而在杭齿前进拟设立资管公司公告中，
又道出了另一个原因。公告称，公司设立资
管公司，可以拓宽和丰富公司对外投资的渠
道、扩大投资业务范围，对投资项目实行更好
的管理，从而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
未来也可对子公司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进行
规范管理。由此看到，通过多元化渠道，获得
高收益是成立资管理公司的初衷。

上市萧企从事投资是否会影响股东权
益，或许是公众较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杭
齿在公告中也明确指出，设立资管公司，当
前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明显影响。至于
今后是否有风险，杭齿也坦言，资管公司后
续的投资活动可能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
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预期投资收益
率存在不确定性。但公司也将通过建立完
善的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降低相关风险。

■记者刘殿君 通讯员 高湛

本报讯 12月3至5日，第四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来自全球80多个国
家的政要、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聚首乌
镇。大会期间，著名投资机构红杉资本中
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与中国领先
的智能医疗平台微医签署合作，发起设立
智能医疗产业投资基金，目标是共同构建
智能医疗生态。

据悉，红杉中国与微医成立的投资基
金首批规模为10亿元人民币，将专注于智
能医疗创新项目的投资，将围绕以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影像、辅助
诊断、药物研发、信息化技术、在线审方、远
程医疗等业务深入发掘。智能医疗已经成
为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竞争焦点，参加本
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400多家国内外的领

先企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
领域的深度应用与前景。

从挂号平台起步，到建设互联网医院
和智能医疗平台，微医织就了相对完整的
智能医疗业务体系，积累了众多的产业应
用场景和较大的用户规模。而红杉中国坚
持“依图索骥”的投资策略，得以从更高层
次上对行业的发展做出预判，为智能医疗
产业提供更好的商业模式指导与整合服
务。二者运营与投资理念的契合，促成了
上述智能医疗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

在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专题发布会
上，微医受邀发布了其于近期完成的智能医
疗平台战略，微医云、微医家庭医疗服务体
系及智能健康终端产品、微医健康险平台分
别亮相。此前，微医基于自身业务发展需
要，已在智能医疗、医学教育、医学工程、新
药研发、智能硬件以及线下医疗等领域进行

了产业投资，在杭州湾信息港形成了总面积
达17万平方米的智能医疗产业集聚地。

红杉中国致力于发掘和培育产业界
的“参天大树”，作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
者”，12年来，红杉中国在科技/传媒、医疗
健康、消费品/服务、工业科技四个方向上
投资了众多具有代表意义的高成长企
业。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资组合已超过
60家公司，其中包括微医、华大基因等智
能医疗、制药、医疗器械和基因诊断领域
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在科技进步和产业需求的双
重驱动下，全球智能医疗产业呈现出巨大
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人工智能、大数
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取得持
续的快速突破。作为拥有智能医疗技术最
广阔应用场景的前沿阵地，中国智能医疗
产业呈现出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昨天下午，位于义桥镇
的萧山区渔浦小学，迎来了体操世界
冠军眭禄。分享冠军成长之路，与冠
军一起上体育课，有幸与眭禄亲密接
触的404班学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
时光。

作为“迎亚运·来吧！与冠军一起
上体育课吧！”大型校园体育推广暨杭
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知识宣传普
及及进校园活动的一部分，渔浦小学
成为我区“冠军进校园”公益活动的首
站。

对第十九届亚组委和世界冠军
眭禄的到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文虎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致辞中
说，2022年即将在杭州举办的亚运
会，萧山也将作为重要承办地之一，
全区共有八个场馆承担着亚运会比
赛的任务，目前各个场馆建设和改
造提升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之中。

下一步，我区将在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的基础上，借后峰会时期之力，打
好体育产业和品牌赛事之仗；借杭
州亚运会召开之东风，做好亚运这
篇文章，进一步深化我区体育改革，
促进竞技体育全面提高，倡导全民
健身的新时尚。

赵文虎希望同学们能好好珍惜
此次世界冠军授课的机会，在学习
体育技巧的同时，感受奖牌背后的
艰辛，把冠军姐姐作为榜样，在今后
的人生道路上树立“冠军精神”，更
加努力，更加勇敢，成为对国家和社
会有贡献的人。

听了世界冠军眭禄姐姐的成长
之路，并在她的教导下上了一堂精彩
的体育课，同学们兴奋不已，表示要
向冠军姐姐学习，面对困难不退缩，
勇于攀登新的高峰。据悉，接下来，
冠军还将走进我区更多中小学校、社
区企业，宣传亚运会，传播优秀的体
育文化和冠军精神。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昨天，我区召开住宅小
区地面车库违规使用专项整治部署会
议。区领导顾春晓、洪关良、方军出席
会议。

住宅小区地面车库违规使用是市
民群众反响强烈的一大城市顽疾，车
库住人、开店经营引起油烟、噪声扰民
以及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对群众生活
产生了严重影响，为此我区将分四个
阶段对城厢街道、北干街道、新塘街
道、蜀山街道区域内的全部住宅小区
车库违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整治。重
点整治住宅小区地面车库住人、开店
经营、违规装修破坏房屋结构及其他
需要整治的乱象。

为将这项工作落到实处，我区专
门成立了萧山区住宅小区车库违规使
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将按照“属
地为主、部门联动、综合施策、长效管

理”的要求，全力推进住宅小区车库违
规使用专项整治工作。

就如何抓好这项民生工作的落
实，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顾春
晓提出了四点要求：思想上要高度重
视，各个部门和有关街道的负责人要
亲自带头抓好整治行动，确保整治按
计划落实好推进好；行动上要迅速有
力，各单位要迅速搭建好工作班子，迅
速排查好有关情况，迅速落实好整改
措施；部门间要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
力，深入推进整治行动，确保整治效
果；宣传上要广泛深入，将正面引导与
乱象曝光有机结合，提升市民知晓率、
参与率。各部门和有关街道要同心协
力把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好，真正解决
好车库违规使用乱象，为市民群众办
好实事，不断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为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
的现代化国际城区贡献力量。

杭齿拟设立资产管理公司

上市萧企展“财技”

携手红杉资本 微医打造智能医疗投资平台

“冠军进校园”公益活动首站走进渔浦小学

我区召开住宅小区地面车库违规使用
专项整治部署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