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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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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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389天）

代发定向客户专属爆款理财
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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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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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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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35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0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77702
2301177707
2301187605
2301187606
2301177802
2301177805
2301187602
2301177809
2301177803
2301187603
2301177807
2301177808
2301187604
2301177806
2301177804
2301187601
2301177810

预期年化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
5.43%
5.43%
5.30%
5.50%
5.26%
5.31%
5.16%
5.17%
5.18%
5.15%
5.16%
5.17%
5.25%
5.26%
5.27%
4.88%
4.89%
4.90%
5.15%

申购募集期
4月18日-4月24日

4月16日-4月20日
4月16日-4月20日

4月16日-4月20日

4月18日-4月24日

4月17日每工作日

产品名称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5万起1个月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钻石客户专属（1个月）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5万起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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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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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5万起12个月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钻石客户专属（12个月）
2014年同享盈增利之代发客户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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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计划
同享盈增利5万起3个月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系列之5万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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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享盈增利2年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07
2301157308
2301157309
2301157310
2301157311
2301157312
2301174901
2301157313
2301147305
2301147308
2301147309
2301147311
2301147312
2301147313
2301147315
2301147316
2301157318

预期年化收益率
4.84%
4.85%
5.11%
5.12%
4.90%
5.16%
5.21%
5.22%
5.21%
4.83%
4.87%
4.95%
5.11%
5.12%
5.10%
5.20%
5.25%

定价及额度生效日

4月17日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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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21285
杭州滨江支行 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87666304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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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机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浙商银行理财产品可转让！

四月微风起 理财暖来袭：134天型预期年化收益5.49%、365天型预期年化收益5.51%……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34天型

永乐1号43天型
永乐1号134天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2月型

永乐2号134天型

永乐2号43天型
永乐2号134天型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永乐5号182天型

永乐5号3月型

永乐1号、永乐2号产品当日购买次日起息均指工作日，如遇节假日，则起息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永乐5号产品仅限私人银行客户购买，
永乐2号产品仅限高资产净值客户购买，详询银行客户经理或95527；永乐2号134天型BC5035及永乐1号134天型AC5031仅限新客户
购买；永乐1号134天型AC5035仅限浙+银行H5渠道购买；永乐1号134天型AC5034仅面向2017年12月31日之前，曾达到我行财富客
户标准且2017年12月31日日终余额少于5万元的客户销售；永乐1号92天型AB3345仅限柜面渠道及智能柜员机购买；永乐2号134天
型BC5034仅面向2016年4月20日及以前在我行有理财购买记录的老客户。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5034
AC5035
AC5033
AC5031
AA5013
AC5032

AC3313/AC3314/AC3315/AC3316/AC3317

AD1029/AD2316/AD2317/AD2318/AD2319

BC5035
BC5034
BA5017
BC5033

BC3418/BC3419/BC3420/BC3421/BC3422

BD1058/BD2288/BD2289/BD2290/BD2291

DC3062

DB1051/DB3064/DB3065/DB1052/DB1053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5.49%

5.13%
5.45%
5.46%
5.49%

5.51%

5.15%
5.49%
5.50%
5.51%
5.60%

5.59%

起点金额

归巢客户款，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浙+银行H5款，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生日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新客户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高净值新客专享款，5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两年老友款，5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私行感恩回馈
10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4月12日-18日

4月12日-17日
4月12日-18日
当日购买，下一
个工作日起息

4月12日-18日

4月12日-17日
4月12日-18日
当日购买，下一
个工作日起息
4月12日-18日
当日购买，下一
个工作日起息

风险
等级

低风
险

较低
风险

河上镇

浦阳镇

义桥镇

戴村镇

进化镇

衙前镇

新街街道

临浦镇

联发村

尖湖村、舜湖村

徐童山下村

张家弄村、顾家溪村、
尖山下村、方溪村

岳联村

新林周村

陈家园村

横一村

5

5

5

5

5

2

6

5

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周围管网清掏及时，终端绿化养护到位，建设
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取5处终端水样1
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运维
清掏工作有待加强；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
端水样出水水质均达标。
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总体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日常
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5#二处厨余井未清掏；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
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3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未定期对
农污设施进行检查考核；张家弄3#两只风机故障，终端未正常运行；顾家溪村2#
终端围栏损坏；方溪村2#终端表面无绿化；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
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出水水质均达标。
检查5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3#终端
表面有农作物，围栏损坏，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
5处终端水样3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2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周围管网清掏及时，终端绿化养护到位，建设
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
录,取2处终端水样出水水质均未达标。
检查6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
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6处终端水样5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周围管网清掏及时，终端绿化养护到位，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
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出
水水质均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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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抽检行政村 抽检终端数 存在问题 排名

南阳街道

所前镇

党湾镇

益农镇

瓜沥镇

楼塔镇

宁围街道

岩峰村

越山村

先锋村、梅东村

东联村、益农村

解放村、长联村、
群力村、张潭村

楼英村

顺坝村

2

5

9

20

20

3

2

检查2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2-1#终
端告示牌无公开监督投诉电话；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处终端水样出水水质
均未达标。
检查5个终端，日常运维清掏工作有待加强，对农污设施的日常巡查记录不规范；
终端告示牌均无公开监督投诉电话，5#告示牌编号、处理模式错误；5#出水井盖
破损；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
水无流量记录，取5处终端水样3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9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终端告示
牌均无公开监督投诉电话，先锋6#告示牌处理工艺错误；先锋1#、5#、6#终端堵
塞满溢；先锋4#无风机，终端未正常运行，梅东村3#一只风机故障；进出水水质
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10处终端水样8处出水水质未达标。
检查20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东联村
7#一只风机故障；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0处终
端水样出水水质均未达标。
检查20个终端，总体运维情况良好，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解放村
4#提升井垃圾淤积需清理；解放村2#、4#提升泵故障，终端未正常运行；进出水
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0处终端水样19处出水水质未
达标。
检查3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终端告示
牌均无公开监督电话；进出水水质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3处
终端水样出水水质均未达标。
检查2个终端，总体出水水质较差，建设运维管理台账还需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
尚未纳入；未建立监督巡查机制；未定期对农污设施进行检查考核；进出水水质
自检资料不完善；终端出水无流量记录，取2处终端水样出水水质均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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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 抽检行政村 抽检终端数 存在问题 排名

2018年3月份镇街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例行检查排名表

萧山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管理办公室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路遇斑马线，公交车司机
缓停，行人与司机默默对视，行人摆手，
司机点头，公交车继续开动。斑马线前
车辆让行，如今在萧山，这样来自行人与
车辆之间的默契，已然成为交通新常态。

文明出行，萧山还以每月第一个星
期五为礼让推介日，我区组织党员干部、
团员青年、各行各业志愿者在各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中集中开展让座、先下后上
等礼让倡导活动。文明出行从“斑马线
礼让”开始，文明风气从每日出行开启。

斑马线让行，如何让？交通状况复
杂，斑马线让行应当如何操作？以下列
举几种让行“操作守则”：

状况一：在双向六车道、双向四车
道，当行人在斑马线上已走出一辆车的
宽度，该宽度对应身后的机动车允许通
行，斑马线上行人未踏足部分两侧的机

动车应停车让行。
状况二：在双向四车道、双向两车

道，当行人走在斑马线中间段，未跨越绿
化带虚拟延长线（机非隔离外缘延长线）
时，行人当前车道机动车应停车让行；当
行人跨越了路中间绿化带虚拟延长线
（机非隔离外缘延长线），当前两车道的
机动车均应停车让行。（中央隔离墩或其
他中央隔离线视同双黄实线。）

状况三：在机非混、道路狭窄的一块板
道路，当有行人通过斑马线，机动车应停车
让行；当行人通过后，机动车才允许通行。

文明礼让除了在斑马线前，还在哪
里？“城市是谁的城市？”著名时评人梁文
道曾多次提到，城市的主体是人，应当把
尊重人的需求排在车辆和建筑之前。斑
马线让行看似是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若
时时处处在城市街头贯行，那么宽容互谅
的文明礼让之风就会刮遍全社会。继斑
马线让行成为交通常态后，我区的文明出

行活动进一步深化，公路、公交车、地铁，
甚至窗口排队，处处都有文明的印记。

交通人人参与，文明出行活动也吸
引了社会各行业人士的踊跃参与。从党
员干部、团员青年到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都在积极参与文明劝导活动。

以每月首个星期五为礼让推介日，我
区组织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中开展让座、
先下后上等活动；在公共场合开展文明排
队志愿劝导活动；在城区主要交通路口，
放置文明礼让卡通形象，加强礼让宣传氛
围；在地铁口、公交站台旁等共享单车投
放点，组织开展“共享单车 文明骑行”活
动，通过发放倡议书、进行微劝导、开展微
认领等活动，让文明出行观念深入人心。

■首席记者 周颖

本报讯 我区近日召开一季度消防
工作例会暨党湾彩妙线业火灾现场会，
区消防大队通报了一季度以来的火灾情
况，区公安分局对今年全区消防安全工
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顾春
晓参加会议。

就如何做好今年的消防工作，会议
指出要深刻吸取党湾“4·7”火灾事故教
训，切实增强做好消防工作的责任感和
紧迫感；要强化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深化
火灾防控责任体系建设；要保持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高压态势，全力做好春夏火
灾防控工作，尤其是要严管严控火灾高
危场所、强力整治突出矛盾和问题、强化
隐患综合治理；同时，要创新社会消防治
理模式，增强全社会抵御火灾风险能力，
做深“智慧消防”建设，做细基层末梢网
格管控，切实减少火灾事故造成的伤亡。

据悉，党湾“4·7”火灾事故发生后，
因企业存在主体责任不落实、管理制度
缺失、消防宣传培训不到位等问题，公安
机关对涉事单位彩妙线业有限公司法人
朱某某，房东双雨花边有限公司老板邵
某某以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刑事拘留。

我区一季度消防工作例会召开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15日，萧山区第五届湘湖龙
井茶茶艺节暨2018全民饮茶日活动在进
化镇正式启动，区领导董祥富、罗林锋以
及区茶研会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副区
长吴炜炜主持。

副区长罗林锋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萧山区湘湖龙井手工
炒制技术大赛获奖人员、萧山区茶文化
示范基地、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
划学院乡村振兴实践基地等三项颁奖授
牌仪式，随后，区茶研会与台湾南投县鹿
谷乡农会互赠名茶。

据悉，萧山是浙江省重要的茶叶原
产地、集散地和消费地。近年来，全民饮
茶日活动已经成为萧山发展茶产业、弘
扬茶文化、促进茶融合的一个重要平台。

本次饮茶日活动以“健康之饮、利国
利民”为主题，旨在以茶为媒、以茶会友，
充分展示茶韵风采，进一步激发茶村、茶
农、茶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做大做
强萧山茶产业的同时，加快构建以茶促
旅、以旅兴茶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着力
开发茶园休闲养生游等茶旅线路，大力
培育品茗观俗等新业态、新产品，推进茶
产业和旅游业资源共享、融合发展，产生

“1＋1＞2”的叠加效应。

■记者 刘殿君通讯员张琼

本报讯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
召开信息工作会议。

会议肯定了2017年度开发区信息工
作取得的成绩，表彰了信息工作先进单
位和个人，并对2018年信息工作进行了
部署。开发区机关各部门，科技城管理
局，农场、直属公司、杭州湾信息港，各社
区信息员、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服务业
营收入3亿元以上企业有关人员等参加
了会议。

开发区要求，新的一年里要紧扣中
心，发挥好信息的窗口作用；要守住底
线，发挥好信息的哨兵作用；要搭准脉
搏，发挥好信息的参谋作用。要继续围
绕开发区中心工作，扎实开展信息工作，
为坚持创新驱动、空间布局、体制机制等
做出积极贡献。要继续提高开展信息工
作意识，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到工作
中。要继续完善信息工作机制和队伍建
设，鼓励信息员们多看多学，开阔眼界，
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去，不
断扎实推进信息工作迈上新台阶。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全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近日举行。会
议总结2017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实施工作情况，
部署2018年重点工作计划安排。区委常
委、副区长何波在萧山分会场参加会议。

去年全省紧紧围绕年初《纲要》实施
工作方案，顺利推进全省公民科学素质
建设各项任务，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高，

科普活动影响日益扩大，科普技术设施
条件明显改善，科普信息化建设加快推
进，纲要实施工作格局得到进一步完善。

今年要积极推动《纲要》工作全面开
展，不断强化创新省份和科技强省的建
设工作；要积极推进《纲要》工作融入到
中心工作，有效出台各项科普政策实施
工作计划，积极形成《纲要》实施的长效
机制；要进一步强化大数据在科普工作
方面的有效应用；要加大资源的优化配
置，推进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普惠等工作。

全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我区举办第五届湘湖龙井茶茶艺节

开发区召开信息工作会议

■区委统战部经济联络科科长 龚突勇

去年10月的一个周末，我带着一家
老小回瓜沥老家。途经金城路社保局门
前路段时，遇到了红灯，车流戛然而止。
妻子在一旁说：“这盏红灯怎么亮了，以
前不用的呀？”而对于我来说，此时的一
抹红，没有了平日等待通行的烦躁，涌起
的却是一阵欣喜……

这还要从“民情双访”活动说起。中
誉新城社区是我联系的首批走访社
区。去年8月29日下午，我们来到了居
民徐小平阿姨家中走访。徐阿姨很健
谈，与我们愉快地聊了起来。在问及生
活上有什么意见建议或难处需要帮助解
决时，徐阿姨说道：“我们中誉现代城的
小区环境是越来越好了，社区工作人员

也都很热心，对居民的服务很周到，没意
见没意见。如果真要说有困难，就是买
菜不是很方便。”

从她那儿我们得知，现在中誉新城社
区配套的农贸市场还在建设之中，社区居
民买菜大都要去广德小区东面的临时菜
场买菜。最近因地铁5号线建设，通惠路
的金城路路口封闭施工，居民需要从大润
发超市绕行2—3里路才能到菜场。“地铁
建设我们都理解，也很支持。”徐阿姨说，

“就是希望能把金城路封闭的人行道打
通，那样我们去买菜就可以少绕些路了。”

告别徐阿姨后，我们在回来途中专
门到通惠路金城路口进行了实地踏勘。
该路口封闭后，要走到马路对面，无论从
东面还是西面绕行，都需多走1—2公里
路。而徐阿姨所说的人行道，位于离路

口100多米远的区社保局门口，已用隔
离栏封闭。为此，我们按照“民情双访”
实施方案要求的民情问题处理流程进行
了流转上报，并主动联系了区交警大队，
希望能帮助尽快协调解决问题。让人没
想到的是，我们上报的民生问题在短短
一个月时间就解决了。人行道开通了，
徐阿姨的愿望实现了……

此时，绿灯亮了，车流恢复了涌动。
而“民情双访”，也犹如在干部与群众之
间架起了一盏绿灯，让民情传递有了“快
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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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与群众之间架起“绿灯”

朗读是时下萧山街头巷尾、书室茶吧流行的文化活动。图为知名盲人艺术家董鲁达走
进BlueSky朗读者俱乐部，给众多的萧山朗读爱好者现场授艺指导。通讯员 沈炜娣 摄盲人艺术家讲朗读课

礼让斑马线
温暖你我他

“礼让推介日”系列活动 今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