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产品预期收益率为预告性质，有可能因为市场原因临时调整，具体以每日浦发网上银行公布的利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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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路支行∶82372957、83815611 体育路支行∶83815612 育才路支行∶82733865 江东支行∶83815319 临浦东藩社区支行∶83815050 闻堰三江社区支行∶83815658

浦发银行新推人民币理财产品

下周募集型固定持有期/净值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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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起35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30万起35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100万起1个月计划
高净值同享盈增利5万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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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100万起3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6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12个月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钻石客户专属(6个月)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钻石客户专属（12个月）

同享盈增利2年计划

天添盈1号

销售日期

7×24小时

法定工作日
9:00-17:00

起点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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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元

期限
3个月
35天
35天
1个月
1个月
3个月
3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6个月
12个月

2年

每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5.05%
4.90%
4.95%
5.05%
5.00%
4.95%
5.00%
5.00%
4.80%
4.78%
4.90%
4.93%
4.83%

3.85%

产品类型/风险

非保本浮动/
较低

产品名称
同享盈之Q点理财计划（3个月）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同享盈增利之幸运日理财(社区银行专属)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123天）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123天）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389天）
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悦盈利之366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366天计划
悦盈利之35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35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0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04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7
2301177701
2301177704
2301177702
2301177802
2301177805
2301177809
2301177803
2301177807
2301177808
2301177806
2301177804
2301177810

预期年化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
5.05%
5.25%
5.30%
5.05%
5.15%
5.20%
4.88%
5.05%
5.10%
4.90%
5.00%
4.88%
4.98%
5.00%
5.10%
5.08%

申购募集期
12月18日-19日
12月20日-25日
12月20日-26日
12月22日-27日

12月18日-22日

12月20日-26日

每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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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天
稳添利101天
稳添利192天

稳添利150天浙江
交银添利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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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

销售时间

12月14日
-18日

12月15日-21日
12月12日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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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天
101天
192天
150天
65天
120天

364天

按日计息

预期年化收益率
4.40%
4.50%
4.60%
4.80%
4.85%
5.00%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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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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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
2018年3月30日
2018年6月29日
2018年5月21日
2018年2月22日
2018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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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2月25日 8∶30-18∶30停抢二A018线越逸
开G13越加分线：北干街道加州阳光小区及其周边一
带；8∶30-24∶00停抢一A003线越天开G13越州分
线：北干街道加州城市广场及其周边一带；8∶30-17∶
30停湘农A263线变电所间隔开关-湘乐开G11农乐
A2631线： 闻堰街道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投资发
展；8∶45-17∶45 停湾镇 A458 线湾宾开 G14 湾梅
A458线：党湾梅东村、镇中村、党湾集镇及欧淋卫浴
洁具制造、党湾李强布厂、杰晟纺织一带；8∶45-17∶
45停湾镇A458线党湾供电营业所2#变：党湾集镇一
带；8∶45-17∶45停湾镇A458线党湾供电营业所1#
变：党湾集镇一带；8∶45-17∶45停湾镇A458线党湾
供电营业所12#变：党湾集镇一带；8∶30-17∶30停凤
坞C483线凤坞开G12凤里C483线：河上集镇、溪头
村、东山村、创辉工艺木制品厂、河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红品纺织、萧山电动工具、海洁达服装(杭州)、中国
电信杭州萧山区分公司、威宝时装、祥盛包装制品等
一带；8∶40-17∶30停凤坞C483线凤坞C483线凤坞
开G13三联村分线50#杆（凤坞C483线凤坞开G13
三联村分线开关）：河上三联村、萧山方泰包装、华伟
包装等一带；8∶40-17∶30停双桥C223线双桥开G13
双下分线：新塘街道下潦社区、城区建设、萧山市荣达
羽绒制衣、第三高级中学、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
管理处一带；8∶40-17∶30停双桥C223线双桥开G14
恒美分线：新塘街道双桥社区、浙江华油天然气、婺萧
餐饮管理、恒美制衣厂、萧山污水处理一带。

12月26日 00∶00-18∶30停抢一A003线越天
开G13越州分线：北干街道加州城市广场及其周边一
带；8∶30-18∶30停文化A616线韩家弄1#公变低压
出线开关：城厢街道韩家弄及其周边一带；8∶30-17∶
30停湘农A263线变电所间隔开关-湘乐开G11农乐
A2631线：闻堰街道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投资发展、
滨江盛元海岸房地产开发；8∶35-17∶30停影视A390
线02#杆影视A3901开关-影视开G11影视A390线：
宁围(镇)街道林之语嘉园、炫威物业管理、同心餐饮、萧
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等一带；8∶45-17∶45
停民新C744线镇中村21#变：党湾镇中村一带；8∶
45-17∶45停民新C744线镇中村22#变：党湾镇中村
一带；8∶45-17∶45停大西C742线镇中村23#变：党湾
镇中村一带；8∶30-17∶30停祥河C979线87#杆（祥河
C9792开关）：河上祥河桥村、紫霞村、萧山新河纸业、
萧山宏发铸造、萧山污水处理、桐庐电力开发、河上镇
人民政府、远勃瀚机械、萧山红旗摩擦材料、飘扬织造
工艺、林可过滤设备、鸿莹减速机、华犇包装、城锋五金
制品、金久机械、普信塑料包装、前进联轴器等一带。

12月27日 8∶30-18∶30停金城A023线金山
开G13金山分线：北干街道元中物业管理、金山学校
及其周边一带；13∶30-14∶30停荣星A009线变电所
间隔开关：城厢街道萧山城厢街道杜湖社区经济联合
社、萧山制水、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地铁
集团、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杭州分公司、中冠物业服务
及其周边一带；8∶35-17∶30停利家B235线变电所间
隔开关-宁小Ⅰ开G16利宁B2351线：宁围(镇)街道
利一家园、奥体博览中心萧山建设投资、萧山钱江世
纪城管理委员会、卓越物业服务等一带。

12月28日 8∶30-18∶30停城三A606线电大
开G16文源社区：新塘街道文源社区、万都晶典及其

周边一带；8∶30-18∶30停湘六C411线湘六开G22
商会分线：北干街道商会大厦及其周边一带；8∶
30-17∶30停城郊A602线天马开G13煤场分线：新
塘街道郎家浜社区、萧山生产资料市场、萧山笃润贸
易、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中
铁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播明桥梁分公司、中铁三局集
团建筑安装工程杭州南站项目经理部及其周边一带；
8∶30-17∶30停河一C481线河一开G11河一C481
线：河上集镇、竹涛翠和人家、璇山下、下门村、众联
村、紫东村、紫霞村、昌达制罐工具、萧滨精工科技、飞
越汽车零部件、银洲工具、凯亿机械、璇山下纺织、东
太生态养殖、萧山区林场、雄华机械、萧山发达机械
厂、河上镇人民政府、亚泰包装容器、萧山大桥建材、
紫东五金厂、萧山张贤机械配件厂、萧山丰达包装材
料厂、博学实业等一带；8∶30-17∶30停海联C482线
变电所间隔开关：河上集镇、大桥村、下门村、竹涛翠
和人家、点石成金广告、映映红制衣、河上派出所、海
联电子、萧山杰达包装、金利制衣、萧山顺丰包装纸
业、河上镇人民政府、沈兴包装材料、名峰达电子、萧
绍纸品、河上镇初级中学、隆达包装、普洛斯利机械、
铁丰机械、翰将五金工具、萧波纸业、萧山污水处理、
名士机械、萧山装璜纸品厂、吉利机械、萧山通惠机械
制造等一带；8∶30-17∶30停城郊A602线天马开G13
煤场分线40/A01#杆后段线路：新塘街道萧山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中铁三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杭州南站项
目经理部及其周边一带。

12月29日 13∶30-14∶30停荣星A009线变电
所间隔开关：城厢街道杭州萧山城厢街道杜湖社区经
济联合社、萧山制水、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
处及其周边一带；8∶30-18∶30停通一C775线东信开
G22东工分线：北干街道金瑞大厦、星河景庭、中国人
民银行萧山支行、绿洲嘉园、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
局、商会大厦、中冠置地大厦及其周边一带；8∶30-18
∶30停文化A616线丽都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
道文化路、竹林寺及其周边一带；8∶30-18∶30停文化
A616线城河箱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城河街、竹
林寺及其周边一带；8∶30-18∶30停文化A616线海
通开G12海通分线：城厢街道城厢街道办事处、东城
名苑、韩家弄、竹林寺及周边一带；8∶30-17∶30停定
湖A262线：闻堰街道湘湖南苑、湘湖农场安置房、蜀
山街道湖东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2月25日 13∶30-14∶15停南围065线倒负荷
工作：新街盛东村、移动通信、吉天农业（二十一）、方
兴种猪、陈家园村经济联合社、伟林农业、农业生产资
料、农机水利（三）、东江新街（五、六）、芝兰村经济联
合社、新街山末址村经济联合社、萧山东江棉加厂、东
江长山（四）、恒辉水产饲料、爱军水产、陈陆赵园林苗
木销售、爱军农庄；9∶00-19∶30停胜利0677线线路
改造工程（永兴）胜利0677线线路改造：义蓬街道新
庙前村、宏鑫塑业、义蓬泵业、红旗网络丝、摩提卡勒
家纺、合益包装材料一带。

12月26日 9∶00-19∶30停外九974线108#杆
后段线路改造工程（永兴）外九974线线路改造：新湾
街道丰乐村、江东观凤农业一带；9∶00-19∶30停新湾
安置小区火星A294线新建分线上改下工程（城源）火
星A294线新建分线线路改造：新湾街道新湾街道、新
湾村、汇浪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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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文静

本报讯 连日来，在宁围街道顺坝
的一片“飞地羊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
与人员忙碌的身影，一座座羊圈及附属
设施被拆除。

就在不久前，这片250余亩的羊场
驻扎了33户养殖户，圈养了73070头湖
羊，羊群的咩叫声此起彼伏，羊场里弥漫
着浓浓的羊粪味。这里，是杭州市规模
最大的湖羊养殖区，因为基础设施薄弱，
一到下雨天羊粪混合着雨水，都直排到
附近河道中，影响河道的水质。

据悉，这块位于萧山的“飞地羊场”，
土地权属却为江干区九堡街道杨公、八
堡社区集体所有。这里最早是围垦区，

是老百姓一肩一肩从钱塘江里挑出来的
新土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有种植香
樟、杨柳等苗木的，也有养猪养羊的。
2003年，杭州禁养畜禽，猪舍取缔，“飞
地”慢慢有部分出租给小企业用作厂房、
仓储，但湖羊养殖一直保留了下来。

今年，为贯彻落实“五水共治”“三改
一拆”和中央环保督察要求，切实解决羊
场这一老大难问题，萧山、江干两区联合
建立顺坝“飞地羊场”清理关停工作领导
小组，由两区分管副区长担任组长，由江
干区负责养殖场湖羊清栏，萧山区负责
羊棚及附属建筑、设施设备拆除工作，并
形成工作备忘录。领导小组下设现场指
挥部，建立工作例会制、问题研判制，定
期交流对接和分析研判，多次召开两区

协调会，确保无缝对接、整体推动。
10月起，宁围街道根据指挥部的部

署，参与羊场清退工作，宣传解释拆除政
策，开展拆除面积测绘确认，做好养殖户
思想工作。经两区共同努力，顺坝“飞地
羊场”顺利推进签约和清栏工作，12天完
成33户养殖户100%签约，历时一个月将
7万余头羊妥善清栏。

12月15日，宁围街道按照指挥部的
计划，联合公安、城管、国土等部门，组织
近百名工作人员及机器进场，冒雨开展拆
除工作。据宁围街道城建副主任陈霄飞
介绍，包括羊棚及附属建筑在内的拆除面
积将达9.8万平方米，计划用一周时间完
成。“飞地羊场”的拆除，将为亚运会的召
开营造良好环境。

顺坝这处“飞地羊场” 关停拆除

■记者 周婷

本报讯“在民情走访过程中，发现友
谊村进化安置小区主干道有一辆‘僵尸
车’，希望有关部门帮忙处理。”瓜沥镇综合
指挥室在系统平台接收到网格员上报的
信息。

信息员敏锐地发现类似这样的“僵
尸车”问题，近期举报次数较多。随后，
信息员通过系统返查追踪到，自瓜沥

“四个平台”启用以来，已有10余条关

于“僵尸车”的问题事件上报，这些“僵
尸车”大多出现在村道或小区道路，处
于集镇管理区块以外的管理真空地带，
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占用了公共绿
地、公共停车位，甚至影响了公共道路
的正常通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瓜沥镇综合指挥室将该难点问
题列入11月的综合执法平台会商议题，
专题讨论集镇范围以外“僵尸车”处置问
题。会上，综合执法平台会同镇城管局、

城管中队、交警中队、部分村（社区）代表
进行讨论，并制定了一套合法合规的“僵
尸车”告知、处置的标准化流程方案，为
今后类似问题提供了明确的处置依据。

为全面彻底清查全镇范围“僵尸车”
问题，指挥室协同综合执法平台，于11月
10日—12月10日集中开展了为期一个
月的“僵尸车”“地毯式”大清查行动。截
至目前，全镇网格员共上报“僵尸车”问题
事件41件，其中39件已经实施集中清理
（另有2件处于告示期），整治成效明显。

瓜沥“四个平台”联动 剑指“僵尸车”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李永水

本报讯 为积极推动街道农村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村、社区干
部队伍建设，湘湖（闻堰）日前启动村
（社区）述职述廉活动。

根据部署，湘湖（闻堰）将围绕年初
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目标要求，通
过开展村（社区）干部2017年度述职述
廉，着力解决当前基层干部队伍中存在
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和群众监

督，不断增强村（社区）干部为民服务和
廉洁自律意识，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

述职述廉对象包括各村（社区）党
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
会、村经济联合社班子成员等。内容
上，述职涉及城中村改造、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三改一拆”、“五水共治”、
最清洁城乡等街道下达的各项中心工
作目标完成情况等10项；述廉涉及中
央八项规定和省效能建设“四条禁令”

执行情况，区纪委、区委组织部要求的
村（社区）干部八条禁令执行情况等13
项。

本次述职述廉活动将结合党内“双
评”和村（社区）干部社会评价工作，切实
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求各村
（社区）党组织高度重视述职述廉、民主
测评工作，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要
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村（社区）干部的
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和廉洁
自律等情况。

湘湖（闻堰）启动村（社区）述职述廉

本报讯 12月13日晚，红山农场同德
社区召开“互联网+旅馆式”居住出租房
屋安全管理工作动员大会，部署同德社区
出租房屋安全整治工作。新街派出所所
长、副所长，农场党委分管领导出席会议，
同德社区100余位出租房东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出租房东要严格按照整
治标准开展居住出租房屋安全整治工作，
确保出租房屋消防设施健全、消防安全达
标，整改到位后向社区重新提交出租申
请，经上级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出租。对
已出租的房屋实行“边居住边整改”措施，

整改不到位的立即停止出租，违章建筑一
律不得出租。同时，做好租房及租客信息
的网络化管理工作，利用“互联网+旅馆
式”管理系统这一平台，实时发布租房信
息，供租客实时选择。社区及各出租房东
要做到租户信息掌握准确，异常情况上报
及时，发现隐患整改到位，发生矛盾合理
化解，私自出租将严格处罚。

同德社区作为红山农场“互联网+旅
馆式”工作试点社区，即日起展开工作，预
计在12月20日全部完成验收。

（朱林 徐文燕）

本报讯 连日来，靖江街道妇联“靓
丽靖江”女性讲堂连续开设4堂女性课
程，分别是社交礼仪、酵素制作、电子商
务、美丽庭院创建知识培训，吸引了380
多名女性先后参加了培训，受益匪浅。

据悉，“靓丽靖江”女性讲堂，是靖江
街道妇联提升女性素质、丰富妇女文化
生活的一个自创品牌。讲堂积极宣扬妇
女“四自”精神，集思想性、知识性、生活
性、艺术性为一体。“靓丽靖江”女性讲堂
自2013年至今已连续开展4年，讲师团

成员主要由专家学者、业界名优教师等
多领域的志愿者组成。培训内容丰富，
包括婚姻家庭、健康生活、生活礼仪、低
碳生活等。

在定期定点举办讲座的同时，街道妇
联还组织讲师走进村(社区)，服务女性同
胞的精神文化需求，截至目前，受益人数
超过5000人次。经过4年的运行，“靓丽
靖江”女性讲堂富有成效，有力提升了广
大妇女的素质，维护了社会稳定和谐。

（项亚琼 萧靖）

“互联网+旅馆式” 红山同德社区出租房升级

“靓丽靖江”女性讲堂 启迪女性智慧生活

昨日，楼塔镇管村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翻晒芽蚕豆，准备过年用。
芽豆，就是老蚕豆。以前寒冬腊月，村民们会把老蚕豆在水中浸泡半个月左右，等到蚕豆发芽

后，再在太阳下晒干，吃过年夜饭后，再把晒干的芽豆用沙一起翻炒熟，吃起来甜甜的，而且也特别
松脆，这就是小时候过年的最好零食。 通讯员 傅灿良 张祥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