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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副五次一轴”萧山布局商业生态圈
亚运会前 瓜沥、临浦、空港等多个商业次中心将陆续建成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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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享盈增利88天特别计划

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普惠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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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157319
2301187605
230118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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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4.8%
4.5%
4.45%
4.48%
4.45%
4.53%
4.4%
4.41%
4.42%
4.4%
4.48%
4.42%
4.45%
4.46%
4.47%
4.1%
4.11%
4.12%
4.39%

申购募集期
1月9日-1月15日

1月7日-1月11日
1月11日-1月17日

1月7日-1月11日

1月9日-1月15日

——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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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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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157309
2301157310
2301157311
2301157312
2301174901
2301157313
2301147305
2301147308
2301147309
2301147311
2301147312
2301147313
2301147315
2301147316
2301157318

预期年化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
4.36%
4.37%
4.15%
4.4%
4.41%
4.42%
4.40%
4.05%
4.1%
4.15%
4.35%
4.36%
4.35%
4.4%
4.45%

定价及额度生效日

1月10日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杭州萧山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杭州萧东支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号江盛大楼 82921285 网址：www.czbank.com
杭州钱江世纪城支行（周一至周六）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8号 57198133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点 易 贷 专 员 ：袁 波（专 线 电 话 ：
15988179378/83686695）
浙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小企业房抵点易贷

★5分钟在线申请★1小时自动化审批
★房产免费评估 ★网上签约提款

手机点点
快速申请房
产抵押贷款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本行的任何要约、
承诺或义务最高500万元,最长可贷3年，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资金需要

有房线上贷，生意周转快

扫一扫立即申贷

永乐理财，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97%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2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提示：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明书，额满即止。2.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达到业绩比较基准。过
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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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
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ATM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 4.浙商银行ETC免费办理，2019年起
可享受8折优惠！详情请电话咨询！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459
AD2429
BC3549
BD2392
DD2167

业绩比较基准
4.95%
4.95%
4.97%
4.97%
4.99%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高净值款，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高净值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私行款，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月3日-1月9日
1月7日-1月9日
1月3日-1月9日
1月7日-1月9日
1月7日-1月9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绘雅艺术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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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仓前
博奥中心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7日
晚潮时间
19:20
20:50
22:00
危险

高潮位
(米)
5.50
5.50
5.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8日
早潮时间
09:00
10:20
11:10

高潮位
(米)
5.40
5.40
5.30

商铺招租公告
绿都湖滨花园小区沿博

奥路（小区西大门南侧）有商
铺4处面向社会公开招租，详
情可到小区业委会办公室了
解或致电 0571-82664230，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 1月
18日下午16时止。

绿都湖滨花园小区业委会
2019年1月5日

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
15条的规定，现将弃婴、儿童
情况公告如下，请其生父母
或知情人在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前来我中心认领或与我中
心联系，逾期将依法送养和
依法给予收养登记。联系电
话∶82621753。

◇女婴（童）2018 年 12
月2日出生，2018年12月22
日捡拾于萧山区河庄街道建
设村机耕路旁。

◇女婴（童）2015年7月
7日出生，2015年7月8日捡
拾于萧山区新塘街道油树下
社区桥边公园处。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1月3日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
道共兴村经济联合社浙江省
杭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
一收据，号码为：1232251、
1232252、1232253、1232457、
1232459、1232465、1234857，
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8日 8∶30-16∶30
停海关A586线翻水开G16
佳力水泥：北干街道胤隆汇
及其周边一带；8∶30-9∶30

停湘州C400线加州阳光5#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加州阳光及其周边一带；9
∶30-10∶30停湘州C400线
加州阳光6#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加州阳光及其
周边一带；10∶30-11∶30停
抢二A018线加州阳光3#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
加州阳光及其周边一带；13∶
30-14∶30停抢二A018线加
州阳光 4#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加州阳光及其
周边一带；14∶30-15∶30停
抢二A018线加州阳光7#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
加州阳光及其周边一带；15∶
30-16∶30停抢二A018线加
州阳光 8#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加州阳光及其
周边一带；8∶30-11∶30停江
桥C217线东康开G16东汇
C217线：新塘街道联华新村、
霞江村、常畅乐机械、长江交
通设施工程、高运德加混凝
土、管丰化纤、贯达汽车零部
件制造、金腾纺织、凯杰鸣羽

绒制品、理和织物整理、荣美
羽绒制品、申翔纺织服饰、树
德机械、翔利羽绒制品、萧山
飞鹤羽绒制品、萧山钱江水
禽驯养繁殖场、萧山新塘汪
军机械厂、萧山滕兴羽绒加
工厂、英特金属材料；8∶40-
16∶00停萧晖C423线向晨开
G17向溪分线：蜀山街道曹
家桥社区、向阳社区、鲁公桥
社区、江南管道、萧山区市政
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萧山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萧山富
中鞋厂、萧山时代金属热处
理厂、萧山区蜀山中心幼儿
园 ；7∶35- 13∶35 停 东 开
A330 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50#杆东开A3302开关（自）：
瓜沥镇运东安置小区、运东
村、东方村及萧山志宏服装
辅料厂、明发纺织、东方明炎
化纤布厂、珍现绣品一带；7∶
35-13∶35 停白众 A707 线
55#杆白众A7072开关：瓜沥
镇运东村及萧山瓜沥凯欣纺
织厂、吉豪纺织绣品、怡奇宏
制线一带。

启 事

公 告

房产信息

便民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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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代办厂房土地转让
过户手续，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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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建设工程项目未正常开工，我司于2013
年5月21日向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办
理的编号为330181201305210101的施工许可
证，现已到期并自动失效。翌日起，我司将向萧
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注销该施工许可
证，同时，我司将与申请办理该施工许可证的施

工单位浙江众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浙江长城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解除相应的施工/
监理合同关系。

特此声明！
杭州远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声

明

1月8日 9∶00-17∶30停义盛街道18#变低压割接（永
兴）杭州大江东产业聚集区义蓬街道欧变布点二期工程：义
盛街道（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台州银行、老九中）一带；23∶
00-23∶30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线操作：义蓬街道蜜蜂安置
区块、义盛街道、义盛村、蜜蜂村、盛都苑小区、建材厂、翔昊
纺织、第四人民医院（三）、建盛化纤制造、恒通毛纺、荣盛蔬

菜、祥丰纱线、义丁化纤厂、三江购物、德盛宾馆一带；23∶00-
23∶30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线操作：义蓬街道星悦湾小区、
星盈置业；23∶00-23∶30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线操作：义蓬
街道万泰华庭小区、明意公寓小区、蜜蜂安置区块、义盛街
道、义盛农贸市场、明媚化纤、蜜蜂合作社一带；23∶00-23∶
30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线操作：义蓬街道锦盛控股集团。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杭
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年产29.4万吨锦纶6切片及3.5万吨锦纶纺丝
项目完成征求意见稿后，使更广泛的社会团体及群众了解、参与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征求相关意见。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法和途径

网络连接：http://www.hengyi.com/news/html/?783.html
纸质查阅：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厂区，位于益农镇民围村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以拟建厂区为中心，半径为3km的圆区域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www.hengyi.com/news/html/?783.html
四、提出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邮箱：candy3z1555@163.com
2、信函：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号楼 翁昊天

0571-82382309
五、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1月7日至2019年1月18日

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2019年1月7日

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年产29.4万吨锦纶6切片及3.5万吨锦纶纺丝项目环评影响评价征求意见公告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便民热线◆商务资讯◆房产信息◆招聘信息◆浪漫情缘◆拍卖公告◆招标公告◆公告◆遗失启事

网址∶www.xsnet.cn点击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QQ∶342207994 353610476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记者 洪凯

本报讯 萧山，作为一个人均
GDP达到 2万多美元的消费大区，
如何在新消费时代下优化商业生态
圈布局，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不
断提升内需对经济的贡献度？根据
最新的《杭州市萧山区商业网点发
展规划》，我区商业设施将从城市
中心区沿街布局向多节点、枢纽型
布局发展，并将以镇街所在地为中
心，布局商业次中心和片区级商业
中心。

多个镇街次商业中心
陆续建成开业

“日常生活不出社区、双休购物
不出片区、时尚消费不出城区”,这是
萧山未来现代零售服务的目标。

随着空港新天地、瓜沥商业中
心、义桥新天地等镇街商业次中心项
目的陆续开业，打开了该区域内消费
新端口。

近年来，萧山通过整合商业资
源，优化商业布局，提升商业品质，力

争把萧山打造成江南休闲购物新天
堂、杭州城市商业新中心、浙江时尚
商业新高地、长三角品质商业新窗
口。

根据最新消息，位于瓜沥的七彩
小镇、临浦的潮人汇商业中心将于近
期正式开业。另外，还有包括文华广
场、中南空港城、城南商业中心等在
内的多个商业次中心，将在亚运会前
建成开业。

根据规划，当前，萧山正在着力
构建“11515”商业空间布局。即：形
成以一大市级商业中心、一大市级商
业副中心为主体，五大商业次中心为
辅助，市心路与轨道交通线路为商业
主轴，片区级商业中心及社区型商业
为补充，五级商业相衔接，覆盖全面、
等级完善、布局合理、经营有序的全
区商业网点体系。

构建商圈“大生态”
形成特色化

萧山未来商贸业将形成“一主、
一副、五大商业次中心、一轴”的格
局。“一主”是指钱江世纪城市级商业

中心，“一副”是指萧山主城区市级商
业副中心，“五大商业次中心”分别是
临浦新城、瓜沥新城、空港新城、湘湖
新城以及杭州南站，“一轴”是指萧山
商业主轴。此外，还有片区级商业中
心、社区级商业中心。

接下来，我区将重点打造钱江世
纪城、市心中路（人民广场—旺角城）
两大核心商圈以及临浦、瓜沥、杭州
南站和新世纪四大主题商圈。

在做南部商业网点规划时，紧密
结合以湘湖为核心向南辐射的商务
休闲产业带（RBD）的打造，并圈定了
一个以旅游度假、休闲消费为特色的
湘湖新城商业次中心，主要服务于游
客和新城内的居民，并将通过积极发
展商贸业，满足游客的食、住、行、游、
购、娱等消费需求，同时提升萧山南
部居民生活品质。

对此，我区将积极发展一批体验
店，即消费者亲身体验产品的零售终
端实体。这些最贴近消费者的零售
终端店面，可根据不同商品类型确定
经营面积，选择在市级商业中心、商
业次中心适当布局。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沈国强

本报讯 七彩的粉末，个性的装
扮，欢乐的笑声……昨日上午，瓜沥
镇第三届“七彩小镇杯”迎亚运·健
康彩虹跑开跑，近3000名瓜沥群众
参与了“奔向亚运、出彩瓜沥”为主
题的彩虹跑活动，迎接亚运会的到
来。

瓜沥镇自 2016 年 11 月首次举
办健康彩虹跑活动，如今已办了三
届。该活动已成为瓜沥群众年度体
育健康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影响力不断扩大。

与往年不一样的是，本届健康彩
虹跑融入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纪
念、瓜沥小城市发展轨迹展示及“迎

亚运”元素，新年伊始，瓜沥人民用一
场酣畅淋漓的运动和狂欢拥抱“后峰
会、前亚运”“大湾区”建设、“拥江发
展”时代的美好未来。

随着2022年杭州亚运会越来越
近，瓜沥也进入“亚运时间”。

瓜沥文体中心已列入2022亚运
会场馆名单，将承担卡巴迪和武术两
大赛事。中心占地58.5亩，总建筑面
积3.5万平方米，分主体育馆和训练
馆，设有观众席位4600座，能满足各
项体育赛事和大型文化活动的需
要。通过浙商篮球联赛、“小城市之
光”浙江广电集团青年主持人走进瓜
沥大型晚会、2017赛法斗世界锦标
赛、火箭少女“101”决赛录制等大型
活动的举办，瓜沥文体中心的运作越

来越成熟、规范。
在2018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中，瓜沥镇将亚运元素有机地融合
其中。在主干道建设四路瓜沥段，
红 色、白 边、彩 绘 ，主 题 为 keep
pedaling，寓意着运动精神的慢跑
系统格外引人注目，为小城市增添
了一道靓丽的色彩。同时，沿线还
分布着“武术”“卡巴迪”等彩色雕
塑，以及介绍亚运项目的墙绘和“城
市家具”，整个小城市散发着浓浓的
亚运氛围。

“如今，在瓜沥是满满的运动氛
围，老年人打着太极，中青年一起慢
跑，孩子们玩着轮滑，运动成为了生
活的一部分。”瓜沥市民陈先生期待
着在家门口看上亚运会。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葛城城

本报讯 5日，义桥镇开展机关干部家属
开放日活动，镇领导班子成员、全体机关干部
及家属参加活动。

活动分为参观义桥镇新面貌及观看文
艺演出两大部分。大家参观了义桥展示馆、
里河公园、诗词公园和义新街，感受义桥镇
环境整治、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
果；在昇光村家和婚调站和义桥革命历史纪
念馆，接受家风教育，感受义桥红色文化。
午饭后，诗朗诵《诗词论古今、拥江起新城》
拉开了文艺汇演的序幕，古筝独奏、歌舞表

演、情景小品……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为大家
带来了欢乐与喜悦。“前阵子爸爸一直很忙，
今天我终于知道爸爸和他的同事在干什么
了。因为有他们，义桥的道路宽敞了，公园
漂亮了，老街更有味道了，我很自豪！”苗苗
说。

据悉，举办家属开放日活动，是为了进一
步增强家属对镇机关干部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希望家属们一如既往地当好“贤内助”和

“廉内助”。同时，让干部和家属们一起喜
看义桥靓丽蝶变，共同畅想美好未来，进而
凝聚更大合力推进全镇工作再上新台阶，加
快建设三江名镇。

瓜沥快乐彩虹跑 激情迎“亚运”

湘湖（闻堰）着力打造“三生融合”典范

义桥开展机关干部家属开放日活动

5日上午，萧山
区农民书画协会在江
寺民俗文化园举办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
题的农民画展。共有
100幅作品参展。展
览到12日止。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来妙龙

杨贤兴 摄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李永水

本报讯 4日，湘湖（闻堰）召开2018年度
党员代表会议，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以
更加大气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拥江发展战
略，打造“三生融合”湘湖典范这一宏伟蓝图。

2018年，湘湖（闻堰）促转型、抓提升、治
环境、补短板、惠民生、优队伍, 各项工作统筹
推进取得了新成就，推动了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平稳健康发展。

新的一年，湘湖（闻堰）将大力弘扬“锲而
不舍、真情实干”的湘湖精神，紧紧围绕“杭州

城市眼、智汇磁力场、创享幸福城”这一发展
定位，构筑“一核两极四片区”产业发展格
局，积极推动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优美和
谐的生态空间、幸福宜居的生活空间等“三生
空间”相融合，全力实施产业“引擎”打造、高
端人才引流、新旧动能转换、靓丽湘湖画卷打
造、人文湘湖品牌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公共配套完善、智慧管理服务提升和交通网
络畅通等九大行动，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事业，努力实现赶超发展、跨越发展。

各个村（社区）和企业设立分会场，对会
议进行了同步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