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挥智囊团致富团督导团志愿团作用

戴村成立乡贤联谊会 做深“乡贤+”文章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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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推荐贵金属产品

近期热销银保产品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理财替代型基金

（具体产品预期收益以网点当日在售为准）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猪年生肖金条

猪年贺岁金钞

代销
公司

中国
黄金

上海
渊泉

产品
材质

Au999

足金

产品
售价

基础
金价+
12元/

克

1580
元/套

备注

5—10kg优惠1
元/克；10—20kg
优惠2元/克；

20kg以上优惠3
元/克

赠送钓鱼台“团
圆宴”

提货券一份

产品名称

南方多利

华安双债

产品期限

——

——

预期年化收益率

近3个月年化收益率7.24%

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9.84%

起点金额

——

——

产品特点

代码：202103

代码：000149

萧山支行：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3686715、83686630、82636221、83537906、83815652、83862366
之江支行：82753383、83893155、83815320 江东支行：83686725、83815327、83686722、83815326
滨江支行：86622563、86628895、86623909、86625855 临江支行：83815270、83696256、83815271、82168383
江南支行：83686713、83815932、82636889 临浦社区支行：82335971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
理险万能型

和谐康顺护
理险万能型

产品期限

满5年
无退保费用

满6年
无退保费用

测算年化收益率

保本，保最低收
益

保本，保最低收
益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产品名称

新享理财
（新理财客户专属）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乐赢稳健和信1912期
乐赢成长和信1902期

乐赢稳健天天利2号

薪金煲天天利

产品期限

63天

3个月—
2年期
97天
188天
最短

持有1天

最短
持有1天

测算年化
收益率/业绩基准

4.6%

2.8%—3.2%
4.3%
4.45%
7日年化

3.6%—4%
7日年化

3.3%—3.4%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美元

1万元
10万元

1万元

1万元

备注

每周一10点释放额
度

保本保息

截至4月10日
截至4月10日
工作日赎回

本金实时到账
每天快速赎回额
度50万元，支持
各类消费场景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0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永乐5号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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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须谨慎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1225
AD2454
BC1125
BD2414
DC2030
DD2191

业绩比较基准
4.61%
4.53%
4.64%
4.56%
4.58%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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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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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九点款，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4月4日-4月10日
4月8日-4月10日
4月4日-4月10日
4月8日-4月10日
4月8日-4月10日
4月8日-4月10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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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萧山

益农开展交通“三严”整治行动

党湾“三个一”工程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新街启动“588”美丽环境大会战

紫东村麻糍节 迷住30多个外国年轻人

百村行2019 34

昨日上午,工人们在晾晒茶农们刚刚采摘的青叶。茶叶以清明为分水岭，明前茶量少价高，明后茶价格略有下降。为了抢摘春茶，义桥镇海拔500多
米的寺坞岭，每天有近300名茶农采摘高山云雾茶青叶。 记者 丁力 通讯员 徐国庆 摄

抢摘春茶

■首席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沈镇 伍银银

本报讯 4月6日，借着清明小长假游
子归根祭祖的日子，戴村镇首届乡贤大会
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120余位戴村乡
贤济济一堂，共话乡愁、共叙乡情、共谋发
展，为戴村未来发展凝聚起磅礴力量。

戴村山水林田湖齐聚，生态环境优
美，人才遍布各地。为进一步发挥乡贤力
量，厚植乡贤文化，当天的大会上，成立了
戴村镇乡贤联谊会，选举产生了戴村镇乡
贤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乡贤们谈感受、
提建议，乡音盈耳、亲情洋溢。戴村镇党
委书记孙建平希望通过成立戴村乡贤联
谊会，让乡贤们能够更加关注家乡发展，

参与家乡建设，促进交流合作，讲好戴村
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戴村、关注戴村、走
进戴村，共同谱写戴村未来的锦绣篇章。

大会还组织乡贤们参加“喜看戴村新
变化戴村游”，走进戴村集镇、戴村镇中，
来到仙女湖、三清园等地，在自然和人文
环境中，领略改革开放40年来戴村的巨
大变化。

长期在外生活、工作，如今回到家乡，
翻天覆地变化让乡贤们感慨万千。中信
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洪勇刚是石马头村
人，如今欣喜地看到，美丽的仙女湖畔将
兴建威雅实验学校，他十分感慨：“诗礼传
家将在青山绿水间发扬。”杨鑫强是土生
土长的尖山下人，16岁离开老家，这些年
每逢节假日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
心里由衷高兴。他希望，身处各地的戴村
人能焕发心中对家乡的热情，共同关注和
服务家乡建设。乡贤们纷纷表示，今后将
持续关注家乡发展，尽己所能，多为家乡
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当天的大会还有一个感人画面，103

岁的中国戏曲界泰斗郭汉城老先生，通
过视频为家乡送来祝福，并与戴村镇签
订捐赠协议，将把毕生的书籍、字画捐赠
给戴村。作为回礼，戴村将建造一座郭
汉城纪念馆。

乡贤中如郭汉城这般的不在少数。
早在8年前，也就是2011年，戴村成立了
萧山首个村级爱心组织——尖山下村乡
亲帮扶基金会，20余名在外乡贤加入到
乡村建设队伍中来。他们以每人每天捐
款10元的形式筹集帮扶基金，致力于助
贫扶老、激励优秀学子以及村集体公益
事业发展等各项工作。

而今戴村将以成立乡贤联谊会为契
机，做深“乡贤+”文章，将乡贤力量覆盖
到全镇。“今后，我们将通过联谊会努力
让乡贤成为村级决策的智囊团、扶贫兴
业的致富团、乡风文明的督导团、慈善公
益的志愿团，更好发挥乡贤助推器作
用。”孙建平说，让乡音、乡情源源不断地
传递下去、传播开来，凝聚成乡村振兴的
强大力量。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王军良

“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
信……”4日，在河上紫东村祠堂里，一出
越剧《山河恋》正在上演，美国青年Joey在
戏台下听得津津有味，他刚到中国3周，
正是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的阶段，萧山南
片的民俗文化一下子把他给迷住了。

戏曲是头一回听，麻糍也是头一回
吃，午饭摆在祠堂里的八仙桌上，30多个
来自英国、美国、南非、挪威等国家的年
轻人，又是稀罕又是兴奋。当天他们正
赶上紫东村传统节日——麻糍节，这个
仅有400户的小村庄，算得上是全员出
动，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就有几百个，合
力做麻糍。白的是糯米原味，黄的是混

了南瓜，青的是加了艾草，红的是掺了火
龙果汁，现场上蒸笼，倒入石臼，热气腾
腾中，力气大的汉子用木槌舂了一下又
一下，满满都是节日的喜悦。

“吃了白糖芝麻馅，日子越过越甜。”
村民俞燕红将舂好的面团扯成圆碗，嵌入
馅料，最后再经上点就完成了。竹团箕越
累越高，圆圆的糍粑躺在金黄的炒米粉
上，令游客食指大动。为了过好这个传统
节日，村里志愿者们半个月前就开始准
备，当天更是起了个大早，大家分工有
序。“去年我们做了1万多个麻糍，结果游
客来得多，供不应求。今年我们一共做了
大约3万个麻糍。”村里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说，“麻糍是我们的传统食物，现在会做的
人越来越少，我们举办这个节日，也是想

推广这个传统点心。”
据了解，麻糍节活动的花费均由村中

乡贤代表和企业捐助，当天售卖麻糍的收
入将全部用于村中的公益项目，包括救助
困难户、重大疾病村民，以及村庄开展各
类文艺活动等。

除了做麻糍，村民们还欣赏了精彩的
文艺演出，美国小伙Joey捏着一块热腾
腾的麻糍在台下合影。“中国真美呀！”说
起此行感受，这群外国友人争先恐后地回
答道：“很好吃，也很好玩，今天的印象很
深刻。”

本报讯 连日来，党湾镇幸福、镇
中等村举办规下企业、出租房房东安
全生产消防培训，全村规下企业负责
人、安全员、职工和出租房房东参加学
习培训，并举行了逃生和灭火演练。

这是该镇今年实施的“三个一”全
民安全素质提升工程，“三个一”是指
一次安全培训、一次理论测试、一次安
全演练。接下去此项工作也将在全镇
各村（社区）陆续展开。

杭州程泰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人员结合大量真实案例，通过播
放视频、PPT演示等形式，为大家讲解

了企业和出租房在安全生产方面必须
达到的安全标准和要求，以及如何保
障安全生产、防止火灾及火场逃生等
知识。理论培训结束后，对参训人员
进行了安全生产知识测试。

目前，该镇成立了由镇领导牵头，
安监办、消安办和派出所多部门组成
的联合督查组，在第三方服务机构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的基础上，每月两次

“带着问题”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对
拒不整改和依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企业、出租房将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王啸虎 杨圆圆）

本报讯 近日，城厢街道城市社区
书记、主任座谈会在休博园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举行。

24个城市社区的社区书记和主
任参观了休博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了解休博园社区如何结合党建工作
做好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的方式方
法。

街道要求，在城市社区管理上，要
有想法，结合社区具体情况要有一个
长远规划；要有做法，动员社区骨干力
量，关注好居民反映的重点、难点问

题，用实干把想法付诸实践；要有说
法，善于总结、善于提炼，形成经验性
的文字进行分享。

街道希望，社区书记和主任要有
争创一流的勇气，立说立行的干劲，善
做善成的担当，围绕“一二三六”战略
思路，对照街道“六大行动”，努力打造
社区工作特色亮点，强化工作执行力，
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准做好
社区工作，提高公共服务、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水平，共同做好各项工作。

(王俞楠 王洁琼)

城厢召开城市社区书记主任座谈会

本报讯 为营造平安出行环境，益
农镇日前组织开展“三严”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行动，营造文明、有序、畅通的
道路交通环境。

据悉，此次整治行动将贯穿全年，
旨在通过劝导教育、行政处罚等措施，
提高辖区群众安全出行意识，营造更
优、更安全的出行环境。在益农辖区
范围内，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将定

期、不定期开展协同联合统一行动，以
公路、乡镇、城郊接合部等区域为重
点，以工程运输、电动自行车等事故多
发车辆为关注对象，从严从重查处超
限、超载、超速、超员、酒驾、毒驾、闯红
灯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促使事
故发生减少、交通秩序序化，为益农群
众出行保驾护航。

（来静怡 龚洁）

本报讯 日前，新街街道召开美丽
新街“588”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全面启
动全域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让新街尽
快净起来、美起来、亮起来、活起来、绿
起来，展示美丽新街的靓丽风采。

美丽新街“588”行动，“5”即国家
卫生乡镇达标创建、无违建街道达标
创建、污水零直排达标创建、大棚房整
治达标创建、文化礼堂达标创建等五
项达标创建；两个“8”分别是美丽城
镇、美丽乡村、美丽小区、美丽田园、美
丽庭院、美丽河道（沟渠）、美丽道路、
美丽市民等8项美丽建设和工业园区
（小微企业园）整治提升工程、行业整
治提升工程、垃圾源头处理提升工程、
市场提升工程、出租房屋及消防安全
整治提升工程、交通道路畅通提升工
程、公厕改建提升工程、扬尘废气治理
提升工程等8项提升工程。

强化美丽小区建设管理，街道制

定美丽小区建设奖励措施，在全街道
打造宜居、美丽、整洁、有序的小区环
境，对建设四路、机场大道、104国道、
塘新线等主要道路沿线的土地、农田
等实施美丽田园建设。提升美化视觉
效果，街道以“百院千户”家庭美化工
程为载体，每个村须选出不少于10户
的美丽庭院片区进行示范样板打造。
全力打造街道“十河百渠”水系净化工
程，全面提升水环境质量，实现全域黑
臭水体清零。街道做好建设四路、机
场大道、104国道、塘新线等的改造提
升，各村结合街道“十路百里”道路优
化工程，完成至少一条主干道路的改
造提升，使“美丽道路”成为新街绿色
发展的主动脉。抓好美丽市民建设，
组织开展“最美人物”寻找、“文明示
范路”创建，开展“啄木鸟找茬”活动，
动员全民参与街道美丽行动。

(应长根)

临浦成校漫画班作品上了人民日报

本报讯 近日，人民日报增刊《讽
刺与幽默》刊登了一版社区居民画，这
些漫画作品反映了文明礼让、山村年
意浓、孝心等主题，均来自临浦镇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下称“临浦成校”）社区
漫画培训班。

据悉，社区漫画培训班已成为临
浦成校的精品特色课程。自2013年
开班以来，学校一直致力于打造“社区
居民学漫画”社区教育品牌。2018年

10月，学校“社区居民学漫画”被评为
萧山区社区教育“精品特色课程”，同
时被评为2018年杭州市“终身学习品
牌项目”。

今年通过公开报名，该校漫画培
训班已招收学生40余人，均来自全区
各个社区，年龄段从20多岁到80岁。
培训班为期一年，全程免费教授，课程
结束后将颁发合格证书。

(张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