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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理财，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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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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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请电话咨询！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468
AD2433
BC3558
BD2396
DC3162
DD2171

业绩比较基准
4.89%
4.87%
4.91%
4.89%
4.84%
4.95%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高净值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1亿元

高净值款，5万元起，上限1亿元

私行款，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月24日-1月30日
1月28日-1月30日
1月24日-1月30日
1月28日-1月30日
1月28日-1月30日
1月23日-1月30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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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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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中国科学院上海技
术物理研究所杭州大江东
空间信息技术研究院事业
单位非经营服务型收入收
款收据，票据代码：71101，

票据号码：1651555607第二
联，声明作废。
●遗失倪永福浙江省医疗机
构住院收费收据（351），号
码：1656747876，及浙江省
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发票号：
3143163928、3143060088、
3143060087，声明作废（遗失）。

启 事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28日

晚潮时间

16:00

16:20

18:25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10

5.1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29日

早潮时间

04:10

04:30

06:32

高潮位
(米)

4.80

4.70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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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精工电子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

山分局2002年3月12日核发注册号为：3301812710081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精工电子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8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浦阳镇忠祥机械厂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7年5月2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8T76N14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浦阳镇忠祥机械厂 2019年1月28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亿来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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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走基层

王有史社区：村民变居民 乐交物业费

百村行2019 7

萧山南片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热闹上演
报添丁杀年猪写春联搡年糕捏面人剪纸画等老底子活动，洋溢着浓浓年味

义桥镇机关干部开启“夜学”模式

■本报综合消息

临近春节，萧山南片传统民俗文化活
动纷纷热闹上演，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楼塔年俗文化节接地气

报添丁、杀年猪、祭祖宗、写春联，咬
一口热气腾腾的年糕、听一曲楼塔细十
番、看一场民俗风情表演……26日，楼塔
年俗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年味氛围
浓厚。

开幕式现场，锣鼓喧天。在楼塔古镇
中祠堂，非遗物质文化传承人齐装上阵，
现场展示楼塔细十番的高超演奏技艺。
另外，搡年糕、做圆团、缚龙灯等传统手艺
一一亮相。

整个年俗节活动没有外聘演员、没有
网红，楼塔滚龙、丰收秧歌、擂鼓升平等八
个方阵组成的乐舞仪仗队员，都是本地群
众参加，还将在楼塔古镇穿街走巷进行民
俗风情表演。

“这样的年俗形式接地气，想不到第
一次过来就收到惊喜。”围观人群中，40多
岁的杨女士来自上海，她一边咬一块白白
有嚼劲的年糕团子，一边不停地拿着手机
给现场献艺的音乐人们拍照。

另外，添丁仪式也是本次楼塔年俗
文化节的一大亮点。22个从 2011 年 7
月1日至2018年 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
楼姓男孩、女孩，举行进祠堂、报新丁、拜
先祖、点朱砂、诵家训等仪式，让现场嘉
宾和游客们感受到了楼塔年俗节满满的
仪式感，流露出千年古镇源远流长的文
化记忆。

据悉，本次楼塔年俗文化节从2019年
1月11日(腊月初六）开始，至2月24日（正
月二十）结束，历时45天。活动内容包括
搡年糕、做圆团、缚龙灯、挂花灯、报添丁、
杀年猪、祭祖宗、写春联、细十番演奏、民
俗风情表演、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等楼塔
传统民俗。

河上东山年糕节人气旺

淘米、磨粉、烧火、蒸粉、打糕……26
日早上，天刚刚亮，河上镇东山村金师傅

在家庙里已经忙活开了。在米糕弥漫的
蒸汽中，河上镇第十三届东山年糕节拉开
了序幕，这场盛会将持续五天。金师傅是
村里的木匠，每年这个时候，他就是当仁
不让的搡糕师傅。

8点钟，金家家庙大门拉开，成百上千
的游客一拥而入，等着刚出石臼的热气腾
腾的糕花。“抢到啦！抢到啦！新年的糕
花香喷喷！”来自滨江区的周燕是第一次
参加河上年糕节，抢到糕花时忍不住笑容
满面。她说：“早就听说河上年糕节好玩，
我今年就带着孩子一起来了，没想到现场

这么热闹，搡年糕这种民俗活动对我来说
很新鲜。”

在家庙祠堂，来自崇礼书画院的老
人们正在给游客送春联。老人们精心准
备了近百副春联供游客挑选，并现场书
写，桌案旁挤满了排队的村民。“这个横
批写‘阖家欢乐’好不好？”戴着老花镜的
魏明富铺开红纸，蘸满笔墨，笔走龙蛇，
一气呵成。

在河上老街，和年糕节一起开幕的还
有第二届中国（萧山）年俗文化节。精彩
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博得现场阵阵掌

声。来自河上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带来
了精彩的高跷表演，闻堰二小的学生们为
观众表演抖空竹……舞台旁摆着各色民
俗游戏玩具，滚铁圈、抽陀螺、踢毽子，这
些“古董级游戏”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进化文旅盛宴活动多

日前，浙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小明
带领7位漫画家走进进化镇大汤坞新村，
为村民现场作画，祝福新春，并通过漫画
的形式来担当“欢乐的文化使者”，开启大
汤坞新村的新春之旅。

从1月13日开始，一直到2月中旬，进
化镇迎新春文旅活动十分丰富，像搡年
糕、送对联、包饺子、剪纸、抓年鱼等年俗
节目轮番登场，热热闹闹地迎接新的一
年。

“包括元宵节活动，一共有28个节目。”
进化镇相关负责人说，很多都是老底子民
俗节目，对于年轻人来说，既新鲜又有趣，
是他们了解萧绍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

过去一年，进化镇坚持以文化铸魂为
基石，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努
力，比如举办萧绍古道毅行大会、农民丰
收节等一系列大型活动，还对辖内的众多
古建筑进行修缮，其中位于大汤坞新村的
汤寿潜故居陈列馆已于近期正式开馆，欢
潭村的务本堂、二桥书屋、老洋房也重获
新生。下一步，进化镇将继续推进“国字
号”文保单位茅湾里窑址的传承保护与开
发工作，建立一座博物馆，打响萧山陶瓷
文化这张金名片。

义桥年俗文化节年味浓

26日，义桥镇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年俗
文化节。

公泰朝糕、老姜糖、搡年糕、放米炮、
写春联、捏面人、糖葫芦、剪纸画……多彩
的民俗活动轮番登场，老底子年味十足的
年俗文化节红红火火开始。

“公泰朝糕是义桥的传统美食，外观
水淋淋，内里软糯糯。”老师傅一边做，一
边上蒸笼，引来了众多乡民和游客围观；
搡年糕是老少喜爱的年俗活动，新鲜打出
来的糕花 ，吃得开心，还有“年年高”的美
好寓意；放米炮，声声响动，勾起了义桥人
儿时的记忆；还有特邀而来的书法爱好者
们，现场挥毫泼墨，免费为村民写春联、写
福字……

下午，精心准备的“村晚”开始了。歌
舞开场后，生动诙谐的小品演出将现场带
向高潮，还有乡贤代表讲述义桥的变化，
说出村民心声。观众表示，“这道文化大
餐，年年都想要。”

本报讯 25日晚上6点30分，义桥
镇机关大楼灯火通明，全体机关干部
齐聚一堂正式开启“夜学”模式。

义桥镇“夜学”第一课，邀请了乡
贤代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经发局局长韩梦龙，为机关干部们讲
授以“特色小镇的规划与建设”为主题
的讲座，涉及实际操作经验和创新思
路。近两个小时的“夜学”，让大家受
益匪浅，纷纷在微信朋友圈畅谈感悟。

据悉，义桥镇今后将把机关集体
“夜学”常态化，通过专家讲座、机关干
部轮讲等方式，既“向外学”，邀请专家
学者举办讲座，学习党建理论、城市建

设、数字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国学文
化、人文历史等理论知识；又“向内
学”，学习身边干部的经验主张、观点
想法，用常态化学习，打造一支“上台
去能讲、提起笔能写、扑下身子能干”
的义桥铁军干部队伍。

义桥镇要求全体机关干部通过
“夜学”、集体学习、自学等各类途径，
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身边的同
志学习，全力打好“一三六”组合拳，高
水平建设“三江明珠，诗画义桥”，奋力
推动义桥在“全区赶超发展跨越发展”
中实现特色崛起。

（徐文燕 黄坚毅 葛城城）

26日下午，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在湖山广场举行《湘遇·年年有鱼》2019湘湖年鱼节开幕式。市民和游客不仅欣赏到了独具江南渔民特色的歌乐
舞，还参加了年鱼起网、现场品尝、年货置办等活动，共同见证丰收的美好时刻。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国强

本报讯 25日，瓜沥镇召开第十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审议了镇政
府工作报告、镇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9年财政预算报告、镇人大主席团工
作报告。来自全镇各条战线132名人大代
表，从2019年度政府实事工程12个候选项

目中，票决产生了新年度十项实事工程。
这十项实事工程分别为：实施河道整

治及桥梁改建工程、优化交通出行体系、
继续推进“厕所革命”、完善城市长效管
理、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加快美丽乡村提升
村建设、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标改造
工程、深化智慧型平安体系建设、深化文化
惠民工程、推进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为切实选好、办好、落实好2019年的
各项政府实事工程，瓜沥镇自2018年10
月26日起，通过媒体公开征集、发放征求
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征求意
见，并经过梳理汇总形成了六大类26条建
议意见。后经专题分析、民主讨论和可行
性研究，最终筛选出2019年度政府实事工
程12个候选项目。

瓜沥票决产生新年度十项实事
本报讯 25日下午，荣盛文化中心

灯光璀璨、熠熠生辉，益农镇改革开放
40年最具影响力十件大事揭晓。

活动以嘉宾宣布、视频播放的形式
揭晓了十件大事，分别是华宏实业创
立、两乡合并建制益农镇、乡镇企业完
成转制、杭州市农垦蔬菜经济合作社成
立、二中合一、益农慈善分会成立、成功
创建国家卫生镇、设立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益农拓展区、编纂益农镇志、李水
荣成为中国石化化纤业领军人物。

40年来，益农儿女勇当弄潮儿，凭

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围垦精神，
在改革大浪中高歌前进，在开放大势
中不断探索，使益农这片热土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谱写了无愧于时代
的华丽乐章。站在历史的新起点，益
农将把握历史机遇，汇聚多方智慧，依
托荣盛、万向、恒逸等领军企业，在产
业发展上实现新跨越；强化环境立镇
战略，大力推进高标准城市建设，全面
提升益农“颜值”，抓好民生实事和关
键小事，将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
满足群众的新期待。 （来静怡 龚洁）

益农改革开放40年最具影响力十件大事揭晓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冯婷婷

新塘街道王有史社区，是一个“年轻”的
安置社区。这几天，社区党总支书记王金良
正忙着向居民们收取物业费，收取物业费是
从去年10月开始的，现在是收尾阶段。截
至1月25日，社区物业费已收缴748套，完
成总量的95.5%，还剩余35套。

“一共要收缴215万元物业费，对于社
区来说，是个难题。”王金良说，之所以难，
是因为前两年都是街道代缴，今年是居民
们自己缴纳物业费的第一年，有些居民不
太理解，还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

王金良和社区干部们琢磨着，物业费
肯定要收，要让居民们支持这项工作，就
得把前因后果跟大家掰扯明白。物业费

要用在哪儿？和其他社区相比怎么样？近
4个月来，王金良和社区干部开启了“扫楼
模式”，认真做好解释工作，有困难的及时
反馈，集中讨论。比如，二楼下水道问题、
公共区域杂物堆积问题，逐一解决了，这才
换来95.5%的高收缴率。

物业费的收缴其实也反映了老百姓
的身份转变，从村民到居民，从自家小庭
院到社区大家庭，社区居民们已经意识到
了这种变化。王金良透露，今年社区采用
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杭州久安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来负责社区物业管理工作。下一
步，将对社区环境进行大清扫，解决公共区
域卫生问题，尽最大努力改善小区环境，提
高服务水平，给居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在不断探索社区共管、居民自治的同

时，社区还利用村级留用地，计划投资9000
多万元，建造一幢占地14亩的商贸大楼，目
前已经开工，预计今年年底投用。王金良
说：“大楼分为两部分，底下是农贸市场，1-
4层是商铺，用于出租，上面5-13层做办公
出租用房。粗略估计，光是商铺出租，就能
为社区带来每年四五百万元的收入。”

“日子总是越过越好嘛。”一位社区居
民信心满满地说，“我们这个社区是整村
拆迁，邻里邻居几十年，关系好得很，相信
以后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