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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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4.84%
4.88%
4.90%
4.90%
5.10%
5.15%
5.20%
5.10%
5.02%
5.20%
5.06%
5.07%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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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5.45%
5.45%
5.11%
5.30%
5.35%
5.12%
5.20%
5.25%
5.20%
5.25%
5.12%
5.13%
4.94%
4.95%
5.23%

申购募集期
1月8日-9日

1月10日-16日

1月12日-18日

1月8日-12日

1月10日-16日

价格生效日1月9日

二、挂牌出让土地受让对象：凡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可以独立竞买，也可
联合竞买。境外企业要求参加竞买的，可先在境
内依法设立公司，也可直接参加竞买。具体竞买
申请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竞得者必须严格按
照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进行开发建设。

三、竞买人确定方式：按照《挂牌出让文件》规
定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http://tdjy.zjdlr.gov.cn/GTJY_ZJ/）进 行 。
申请人可通过浙江省国土资源厅门户网站进入浙
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五、本次挂牌报价和报名时间：
挂牌报价时间:自2018年1月26日9:00起

至2018年2月5日9:00止。
报名时间：自 2018 年 1月 26 日 9:00 起至

2018年2月2日17:00止。
六、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登陆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浏览或下载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

七、其他事项：
（一）挂牌期间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竞买人

报价的，网上挂牌期限截止后，系统提示竞买人是
否参与限时竞价，提示时间为10分钟。无竞买人
选择参与限时竞价的，挂牌交易结束。有竞买人
选择参与限时竞价的，系统进入限时竞价阶段，所
有竞买人均可参与限时竞价。

（二）挂牌过程全程网上进行，本次挂牌不接
受电话、邮寄、口头及书面竞买报价。

（三）申请人须按照挂牌出让须知要求办理数
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
金，方可参加网上竞价活动。在挂牌出让期间，竞买
人必须使用IE7.0、8.0、9.0及10（推荐使用IE8.0）浏
览器登录交易系统，否则可能导致交易异常。

（四）现场咨询：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5
楼5003室（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咨询电话：
82735669;83893816。

（五）系 统 网 络 技 术 咨 询 18627599793，
18932430170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8年1月6日

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萧土资告【2018】01001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城市规划，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
局对下列地块采用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位置及规划指标概况：

注：以《挂牌出让文件》和出让合同为准。

地块编号

萧政储出
(2018)
5号

地块坐落

位于萧山城区上湘湖单元，东至规划道路，南至
湘溪路，西至东风河沿河绿地，北至规划道路。

出让面积
（m2）

133203

土地用途

居住用地
(R21)

地上建筑面积
（m2）

134535

土地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
商业40年。

●遗失徐杰《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全格证》，行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经营/管理员，证号：
330681199911231031X，声 明
作废。
●遗失高庆法、宋国萍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代码：233001690145，
号码：00003096，代码：2330014
90145，号码：00342170，声明作
废。
●遗失范爱民安全培训合格证
书，证书编号：201602907，培训
项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负
责人，声明作废。
●遗失张雅琴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1份，发票代码：233001290
145，号码：00389708，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9日 9∶00-19∶30停
新 潮 053 线 、新 涌 054 线
62#-105#杆导线更换二期工程
（兴耀）新涌054线线路改造：萧
农对外综合开发区；9∶00-19∶
30停临化071线线路改造一期
工程（国通）临化071线线路改
造：鸿江牧业、东江长河（三）、萧
山污水处理、长河社区；8∶45-9
∶30停配合新潮053线倒负荷工
作：萧农对外综合开发区（二、
六、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

四）、萧山综合开发办、农发水产
（二）、鸿屹纺织（三、四）、萧山交
投资产经营（二）、河庄向公村、
萧农对外开发办（二）、东洲农
业、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二）、
恒逸高新（临）、捷丰环保技术工
程、萧山牛奶、吉天农业（十八）、
钱塘江灌区（六）；8∶45-9∶30停
配合新涌054线倒负荷工作：农
机水利局（一）、农业开发办（二、
三、四）、钱塘江灌区（九）、金溢
市政园林工程、腾鸿农业、永旺
农业、新东湾农业（二）、恒旺农
业（一）、萧农对外综合开发区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海天
水产、长达养殖（三）、水利建筑
（一）、新世纪农业（一、二）、荣恒
养殖、杜洛克种猪场（一、二）、北
极品、星光水产（五）、萧农对外
开发办（一）、新围1.3万亩、农发
水产（一）。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9日 8∶30-18∶30 停
罗山C765线汇丰开G13新园分
线：北干街道新安园小区及其周
边一带；8∶30-18∶30 停萧绍
A615线变电所间隔开关：城厢
街道萧山梅花楼置业、阳光华
庭、回澜北苑、汇宇华鑫大酒店、
学士桥小区及其周边一带；13∶
30-17∶30停惠五A110线青秀
城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青秀城11幢及物业及其周边

一带；10∶00左右短时停电停来
苏C426线 01#-17#杆：蜀山街
道北辰置业、滨翰房地产开发、
萧山城区建设（广乐安置房）、萧
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及其周边一带；7∶30-17∶30停
陈村C457线湖东村4#变A路：
蜀山街道湖东村沈家湖自然村
河东沿路一带；7∶30-17∶30停
翔弘A591线西许村13#变：新
塘街道西许村陶家园村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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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17∶30
停开肆C608线开肆开G22宁围
分线：宁围街道萧山电影发行放
映总公司、易淘投资管理、兴达
市政公用服务、兴达市政公用服
务等一带；8∶45-13∶45停国航
C147 线 19/04#杆菲达分线开
关：靖江街道伟南村及靖江正泉
食 品 厂、菲 达 鞋 业 一 带 ；8∶
30-14∶30 停丰河 C342 线 01#
杆丰河C3421开关：瓜沥镇民丰
河村、孙家弄村、新乐公寓、机场
安置二区、机场噪音安置区及萧
山区瓜沥镇人民政府、华易商进
出口、华龙纺织机械、三江购物、
萧山美柏纺织、凯韵纺织、坎山
昙华绸厂、萧山农村商业银行、
宏基租凭、萧山区广福养老院、

特盛纺织、瓜沥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坎山分中心一带；8∶30-16
∶30停秋岭C177线01#杆(秋岭
C1771开关)：义桥镇七里店、升
光村、奥博康体育用品、塘坞五
金机械配件厂、耐帆实业、萧山
三园塑料材料、萧山联宏化纤纺
织、精利汽车零部件、富联塑料、
斯诺曼车圈、垚阳木业、奇顺金
属制品、帆云汽车部件、庞大农
业开发、中铁二十四局集团福建
铁路建设杭黄铁路一分部、萧山
恒峰铸造机械厂、城源电力承装
工程杭州萧山分公司、江昊玻璃
五金、湘工工量具、永越包装材
料、伟依发电设备、华鑫曲轴铸
造、龙伟竹木地板厂、星马汽车
零部件等一带；8∶30-16∶30停
河口C160线01#杆(河口C1601
开关)：义桥七里店、昇光村、浙迪
机械工具、中强建筑粘合剂、萧
山科宇塑料制品厂、萧山恒峰铸
造机械厂、东福源旅游开发等一
带；8∶40-16∶30停谢家C537线
01#杆（谢家C5371线）：浦阳镇
尖山村、谢家村、萧山市科达文
体用品厂、三江五金机械、荣欣
鞋材、捷驰鞋业、旭日染整机械、
中国石油天然气浙江杭州萧山
分公司、浦净保洁、浦阳江谢家
照明、杭州远足鞋材、山连鞋业、
能邦塑胶、贝乐机械制造、龙得
水机械等一带；6∶00-23∶00停
东方3659线：全线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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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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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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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遗失公告
萧山区浦阳镇初级中学遗失杭州市萧山区事业单位管

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12330109470450698H
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萧山区浦阳镇初级中学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意然广告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仕宁电器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杨氏工艺品商店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20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137232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城厢杨氏工艺品商店 2018年1月5日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二十工段闸

仓前

闻家堰

潮水

涌高等级

1月8日

晚潮时间

13:10

15:00

16:50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50

5.0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

参考。

1月9日

早潮时间

1:20

3:10

5:05

高潮位
(米)

4.90

5.00

4.80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月 15日 8∶30-18∶30停汇德C781线

金泵开G11金北分线∶北干街道杭州市公安局
萧山区分局、超宇物业服务、萧山区城市河道
管理处、金域物业服务萧山分公司、暗香瑞莱
克斯大酒店、金鹭银座及其周边一带；8∶30-18
∶30停汇德C781线北干开G16超宇置业∶北干
街道超宇物业服务、金鹭银座及其周边一带；7
∶30-17∶30停城商A593线商城西村3#变∶新
塘街道商城西村小区8幢1-5单元、9幢1-6
单元、商乐街商铺；8∶35-17∶30停鸿华C919
线83#杆政源分线开关∶宁围街道盛乐村、萧山
长山纸箱厂、萧山金昌汽配厂、政源轴承机械
厂、萧山新街桐斌园艺场、兴中建材厂、中石化
碧辟(浙江)石油杭州分公司等一带；8∶45-13∶
45停沙田A063线01#杆沙田A0631开关∶瓜
沥镇沙田头村张神殿村、横埂头村及帝凯工业
布、萧山瓜沥金金刚纺织厂、杰超纺织、萧山大
园尧哥布厂、萧山国根纺织、升宇花边、萧沥热
处理、楠源机械制造、萧山海亿纸业、萧山灯塔
化工厂、大地印染、沙田头德兴布厂、钦哲机
械、萧山祥峰五金机械、宝泓钢材加工、宽科实
业、柳莎空气净化设备技术一带；8∶45-17∶30
停沙田A063线沙田头村8#变∶瓜沥镇沙田头
新农村一带；8∶30-16∶30停西周C950线49#
杆（西周C950线郁家山下分线开关）∶戴村镇
石马头村、郁家山下村、中国石化销售浙江杭
州石油分公司、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杭黄铁路站
前III标项目二分部（石马头）、兆达服装、华诚
机械、力易能工具、华丽电磁线厂等一带。

1月 16日 8∶30-24∶00停汇德C781线
北干开G12河管处∶北干街道萧山区城市河道
管理处及其周边一带；8∶30-24∶00停汇德
C781线北干开G13嘉瑞华庭∶北干街道金域

物业服务萧山分公司、暗香瑞莱克斯大酒店及
其周边一带；8∶30-24∶00停汇德C781线北干
开G14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北干街道公
安局萧山区分局及其周边一带；8∶30-18∶30
停众安C108线燕子开G13燕子分线∶城厢街
道华蔚大厦、萧山农村商业银行、紫爵公寓及
其周边一带；7∶30-17∶30停城商A593线商城
西村2#变∶新塘街道商城西村小区3幢1-3单
元、4幢1-3单元、5幢1-3单元、6幢1-3单
元、7幢1单元、7幢3单元及商铺；8∶35-17∶30
停万牧C896线宁牧Ⅰ开G16宁生C896线∶宁
围街道宁牧村、宁新村、吉瑞置业、萧山区宁围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楠业汽车配件、萧
山江山汽配轴承厂、萧山宁围线带厂、浙工工
具、星欣汽配厂、萧山坚顺汽配厂、萧山车辆综
合性能检测、万汇国际货运代理、双美汽车零
部件制造、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萧山交通投
资集团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海天纸塑包装材
料厂、萧山万里汽车修理、深美装饰工程、中玻
进出口、萧山区通惠养老院、宁围街道农村五
保供养服务中心、萧山区人民政府宁围街道办
事处等一带；8∶30-17∶30停后郑C953线后郑
开G13溪河分线∶戴村镇戴村村、南三村、萧山
区中医骨伤科医院等一带。

1月17日 00∶00-18∶30停汇德C781线
北干开G12河管处∶北干街道萧山区城市河道
管理处及其周边一带；00∶00-18∶30停汇德
C781线北干开G13嘉瑞华庭∶北干街道金域物
业服务萧山分公司、暗香瑞莱克斯大酒店及其
周边一带；00∶00-18∶30停汇德C781线北干
开G14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北干街道杭
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经贸C634线电舍开G12电舍分
线：临浦镇临浦集镇，发电厂宿舍，萧山区第三

中等职业学校等一带；8∶20-12∶30 停传雅
C173线18#杆（传雅C1732开关）：义桥田丰
村、秋创化纤、田野提花织造、东盛五金电器、耀
航科技、帛然纺织、众木机电、丰岚实业、蓝辉实
业、雄杰机械、卡夫威尔(杭州)实业、佳美上浆
厂、万雄工具制造、阿童木医药、金凌实业(杭
州)、东亚织造、博日达绣品等一带；8∶45-11∶
45停白横A56线雷东站雷河A561开关：南阳
街道横蓬村及铮蝶塑化、金莱利实业、任意发玻
璃制品、康乐车业、扬正汽车配件、恒发玻璃制
品、阳城铝业、集硕实业、腾海管业、至优环保科
技、萧山南阳杨威针织厂、萧山协诚伞厂、志宏
物业管理、俊阳户外用品、旺喜针织内衣、恒新
塑业、萧山强生布厂、洲际食品一带。

1月 18日 8∶30-18∶30停罗山C765线
长山开G13佳力水泥：北干街道佳力水泥及其
周边一带；8∶30-18∶30停广德C772线变电所
间隔开关：北干街道广德小区及其周边一带；8
∶30-17∶30停姚家C017线22#杆后段线路：蜀
山街道姚家畈村、章潘桥（犁头金、立新、蜀
山）、东庄周村、丰和皮革、云祥食品、千里马纺
织、奇佳皮革、慧慧机械厂、芫昌智能设备科
技、萧山江南起重机械厂、高超纺织、立达管业
及其周边一带；8∶40-17∶40停中欣C454线中
欣开G13城区建设公司：蜀山街道城区建设；7
∶30-17∶30停城商A593线商城西村1#变：新
塘街道商城西村小区1幢1-5单元、2幢1-5
单元；8∶45-11∶45停东纤C934线01#杆东纤
C9341开关：瓜沥镇浙江鸿运纺织有限公司一
带；8∶30-17∶30停福鼎A467线：万鼎实业。

1月 19日 8∶30-18∶30停通二C784线
武育开G12金马名仕园：北干街道金马名仕园
小区及其周边一带；8∶45-14∶45停维元A079
线06#杆维元A0792开关：瓜沥镇横埂头村及
沪杭甬高速公路杭州管理处、方茂科技、萧山

瓜沥镇横埂头勇江布厂、萧山光明锦纶线厂、
大地印染、单彬纺织绣品、玉蔺家纺、兴利物资
回收连锁瓜沥连锁店一带；8∶45-17∶30停维
元A079线横梗头村5#变：瓜沥镇横埂头村2
组一带。

1月20日 7∶30-17∶30停五联C205线五
联村9#变：新塘街道五联村单家埭最东面周边。

1月21日 7∶30-17∶30停五联C205线
五联村15#变A路、B路：新塘街道五联村南沿
埭中间周边；8∶30-15∶30停众丽A328线04#
杆众丽A3281开关：瓜沥镇靖一村、横埂头村、
运西村及瓜沥镇人民政府、萧山众丽花边、方
宇线业、萧山金汇纺织、萧山瓜沥凤条化纤布
厂、争好服饰、一米纺织、威驰绣艺一带；8∶
30-15∶30停运西A080线09#杆运西A0802
开关：瓜沥镇横埂头村及增融贸易、萧山市燃
料有限公司、萧山污水处理、萧山东片污水处
理、萧山蓝天印染一带；9∶00-15∶30停如意
A326线23#杆污水处理分线开关：瓜沥镇杭州
俊灵线业、萧山污水处理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15 日 9∶00-19∶30 停前染 963 线

31#杆后段线路改造工程（国通）前染963线线
路改造：新湾街道长征村、新峰村、镪鑫机械、
临江安置小区、前进织布厂一带；9∶00-19∶30
停义和苑小区负荷割接至府东站工程（久邦）
义和A55线线路改造：义蓬街道义和苑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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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江黎明
村、靖江小石桥村、靖江靖南垦种（一）、义蓬新
益村（一）、靖江黎民；13∶30-14∶30停配合
10kV五南967线倒负荷工作：靖江靖港村垦
种、靖江协谊村垦种、龚老汉(一）、春雷村经济
联合社、5.2万宏伟、甘露垦种、靖江东桥村垦

种、春光村垦种、龙翔养殖（一、二、四、六）、天
福生物科技；13∶30-14∶30停配合10kV河建
354线倒负荷工作：河庄街道民主村、建一村、
水利水电临(十四、十八、二十四)、中南土木
（四、五）、包装彩印公司、水利水电临十五、和
平老年康复、水利水电临十二、交通建设指挥
部、民主模具厂、海豹精密机械一带。

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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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五南967线线路改造一期
工程（国通）五南0967A线线路改造：南阳垦种
（一）、梅西垦种(西)、党湾曙光垦种、临东农业、
党湾永乐垦种、党湾新梅垦种、党湾垦种后变、
党湾垦种（一、二）、乐园垦种、党湾垦种前变、
鹏展农业、河庄围垦精养渔场、河庄建设垦种、
海容生态、河庄垦种（一）、党湾镇梅东村（三）、
志伟家禽（二）、河庄同二垦种（二）、蜀南垦种、
新塘垦种、新活力农业（二）、城厢仙家里垦种、
城南垦种李仁来、魏达农庄、城东石岩垦种、衙
前垦种、新围吴钊庆农场、前进、义蓬金家村垦
种、义蓬镇人民政府(围垦)、新湾东庄村（围
垦）、光耀饲料、义蓬金泉村（围垦）一带。

1 月 17 日 9∶00-19∶30 停启鸿 314 线
195#杆支线线路改造工程（国通）启鸿314线
线路改造：河庄街道新围村、中耀金属、远鸿花
卉、克贵物业、振辉化工（一）一带；9∶00-19∶
30停临化071线线路改造二期工程（久邦）临
化071线线路改造：东江城北、城北垦种（五）、
城北垦种（一、二、三、六）、北干街道办事处、西
兴街道农业技术（二）、东江浦沿（一、二）、农茂
食品、星光水产（三）、党山长沙五垦、海祥水
产、赵家湾村村民委员会、益农新发村、党山中
沙村、益农五围垦、党山兴围、党山兴围（一、
二）、益农四围村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