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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萧山
你我共建

咨询电话：83691828 82652794
网上银行：http://abchina.com

本版所有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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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测算方法，详见产品说明书，或向各行理财经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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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需谨慎。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咨询电话：82660709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
网址：http://www.psbc.com

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信用卡特惠活动农行账户贵金属 您投资理财的优选
一、10元看电影

即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邮储银行萧山

区支行信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到25日消费满999

元，次月可享“萧山德纳IMAX影城10元看电

影”。

二、1元洗车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邮储银行萧山

区支行信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到25日消费满399

元，次月可享1元洗车活动，活动地点分布于萧山、

滨江。

三、悦享美食活动

即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邮储银行萧山

区支行信用卡持卡人上月1日到25日消费满999

元，次月刷168元可享万象汇原价280元/位花盛

精致日料美食活动。

四、ETC设备免费送，单位团办可直接上门

安装

更有99元洗牙活动、加油最高享8折等多重

优惠。

以上活动有消费要求的，26日后消费均计
入次月，活动详细规则和次数详询网点，联系电
话：82810676。

农行账户贵金属是面向个人客户推出的一
款账户类交易产品。个人客户可以按照农行提
供的账户贵金属买卖价格，通过网上银行、掌上
银行进行账户贵金属的即时买卖或委托交易，
以赚取投资收益。您只需随时随地拿出手机，
就可以轻松交易，简单易操作，是投资的不二之
选。

农行账户贵金属业务具有以下业务特点：
1.交易起点低：人民币黄金、人民币白银的

交易起点为1克，最小交易单位为1克；美元黄
金的交易起点为0.1盎司，美元白银的交易起点
为1盎司，少量资金即可投资参与贵金属市场。

2.交易成本低：无开户费，无交易手续费，
交易点差业内较低，无需进行实物交割，省去了
加工运输流转费用。

3.交易时间长：支持5x24小时的无间断交

易，交易渠道每周一早8:00开市，周六早4:00
闭市。

4.交易品种丰富：客户可以选择人民币或
美元作为投资币种，支持黄金、白银、铂金和钯
金多个交易品种，为您提供丰富的投资选择。

5.交易方式灵活：买涨买跌都可以，价格涨
跌都赚钱，让您在市场下跌的行情中也可获利。

6.开户简单：个人客户在农行任意网点、网
上银行或掌上银行签约后，即可开展账户贵金
属交易。

7.交易方便：PC、手机均可交易，即时委
托，即时成交。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灵活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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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金条

代销
公司

中国
黄金

产品
材质

Au999

产品
售价

基础
金价+
12元/

克

备注

5—10kg优惠1
元/克；10—20kg
优惠2元/克；

20kg以上优惠3
元/克

产品名称

南方多利

博时优势企业

产品特点

信用债+可转债策略，近6个月年化收益率5.64%

募集期5月7日-5月27日，该基金经理掌管的产品连续5
年战胜沪深300指数

产品代码

代码：202103

代码：1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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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赢成长和信1909期
乐赢成长和信1910期
乐赢稳健和信1917期

薪金煲天天利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起点
金额

1万元

10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美元

产品期限

63天

93天
184天
548天

最短
持有1天

3个月—2年

测算年化
收益率/业绩基准

4.5%

4.3%
4.4%
4.4%

7日年化
3.5%

2.8%—3.2%

备注

每周一早10点
抢购

销售截至5月12日
销售截至5月12日
销售截至5月12日

每天快速赎回额度
50万元，支持各类

消费场景

保本保息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87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永乐2号187天型
永乐2号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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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2121
AD2462
BC2064
BD2420
DD2200

业绩比较基准
4.52%
4.42%
4.55%
4.4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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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5月8日
5月5日-5月8日
5月5日-5月8日
5月5日-5月8日
5月5日-5月8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高标准验收不达标追责 河上环境整治动真格

瓜沥公交站正式投入使用

蜀山赴安吉“取经”清廉村社建设

闻堰举办职工才艺大奖赛

城厢九大志愿服务队助推文明素质提升

近日，江寺社区在江寺公园开展量血压、理发等便民服务活动。 记者 唐柯 摄

开栏语：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底色，也是推进美丽萧山行动的重要内涵。4月18日，我区召开动员大会，从即日起至

7月底，在全区内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将矛头对准脏乱差问题。如今，各镇街、平台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一

场全面参与、全域整治的“百日攻坚战”。特开设《美丽萧山你我共建》专栏，宣传各镇街、平台的好做法、好经验。

便民服务

本报讯 近日，城厢街道举行迎
亚运·市民公共文明素质提升暨环
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仪
式。并为城厢街道青年服务志愿
队、巾帼服务志愿队、垃圾分类志愿
队、城市管理志愿队、文明实践志愿
队、环卫整治志愿队、工会服务志愿
队、网格服务志愿队和“五水共治”
志愿队授旗，这九支志愿队表示用
实际行动助力环境卫生大整治，为
清洁城厢、美丽城厢添砖加瓦。

此次行动以开展社区环境乱象
整治行动、背街小巷乱象整治行动、
市场周边乱象整治行动为重点内
容，主要对小区楼道堆积物、楼道口

乱张贴、消防通道乱堵塞、占用公共
设施乱晾晒、小区内乱设摊、绿化带
杂乱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加强对
公交未通区域的排查梳理，联合职
能部门、社区和保洁公司等对这些
犄角旮旯进行大力度、高强度、高密
度的攻坚治理，挤压流动摊贩和各
种垃圾杂物堆积的空间，并落实长
效管理。同时，组织城管、平安志愿
者等组成巡查小队，对农贸市场外
围及周边加强巡查，对乱设摊、乱堆
放杂物、乱停车等不文明现象做好
引导劝导和必要的警告抄告，防止
此类现象有禁不止、反弹回潮。

（王俞楠 王洁琼）

本报讯 近日，瓜沥公交站正式
投入使用，成为杭州首个引入商场
综合体的公交站。

据悉，瓜沥公交站位于七彩小
镇东南侧一层，占地6000平方米，
与小镇购物中心无缝对接。站内设
有公交车待发区与乘客候车区。

同时，为更好配套瓜沥镇公交
线网的布局，连接瓜沥与主城区之
间的360路、368路两线率先入驻该
站发车，为萧山东片组团市民往返

于杭州主城区提供更多的便利。
2015年，浙商回归重点项目七

彩小镇落户瓜沥，把先进的新加坡
新市镇社会治理经验带到小城市。
如今，瓜沥镇公交枢纽中心迁入七
彩小镇，在有效改善东片组团市民
出行环境的同时，将充分激活小镇
公共交通服务功能，极大满足小镇
综合体建设实际需求，助推小城市
的“美丽+”“创强+”提档升级。

（韩宇波 王艺霖）

■记者 杨圆圆

昨天下午，河上镇各村庄迎来了一场
环境综合整治“大考”——镇党委书记带
头，由镇人大、纪委及相关办线人员组成的
验收组，对各村庄的整治攻坚情况出具综
合评定。这已经是第二批验收检查，对不
少村干部来说，这是紧张的一刻：错过这次
验收，只能等5月10日复检，再不通过，村
庄将失去本年度“最洁美村庄”创建资格，
村年终绩效考核扣分，对工作落实不力、进
展缓慢、效果不显的村干部，启动效能追
责。

党员干部带头干 村里挂起作战图

大清早，穿着耐脏的迷彩服配着半旧
的运动鞋，手握铁锨在路边认真清理垃圾，
这一位普普通通的“志愿者”在整个队伍里

丝毫不起眼，而他，就是镇党委书记俞万
昌。

“美丽河上共参与，美好生活同受益。”
4月3日，河上镇召开推进美丽河上510全
域行动动员大会，会上向全镇16个村（社
区）发出环境卫生大整治的动员令，号召村
三委干部、保洁员、党员、群众、志愿者集中
整治环境卫生。

为了激发群众参与整治的热情和决
心，镇领导身体力行、多次带队，与镇机关
干部同下基层，村里，处处可见红色小马甲
的身影。

对河上各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全
员参与的环境整治，还是一场激烈的“竞
赛”。为此，各村（社区）都详细制定了整治
攻坚“作战图”，村干部带头、分片区、追进
度，倒排整治计划。学校、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也积极参与这场行动中，表彰先进、
曝光不配合，村庄之间、村民之间都形成了

“互学互比、赶超争先”的火热氛围。
这份热情也换来了村民的理解和配

合，凤凰坞村的村民董友成在参与村里的
环境整治中，主动将自家门前堆积的干柴
清理掉，“生活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但村
里的环境会好很多。”

奖优惩劣动真格 环境面貌大提升

环境提升是区域发展的“关键小事”，
为了做好这件小事，河上通过一系列奖惩
措施，倒逼村干部们“动真格”。

做得好，有奖——在4月26日提前完
成整村整治并通过验收的村庄，授予“美丽
河上510全域行动先进村”的荣誉称号；在
4月30日前完成并通过验收，授予“美丽河
上510全域行动达标村”。做得不好，有罚
——截至5月10日未完成任务的，将在村
年终绩效考核扣分，对工作不力的村干部
启动效能追责机制。

在河上镇的两轮验收中，12个村（社
区）已经基本达到环境综合整治目标。在
高标准要求下，有 4个村庄暂时被评定为待
通过，尚有细节需要完善。

“通过验收也不能放松警惕，”在第二批
验收中高分通过的凤凰坞村妇女主任杨英
说，“我们还会在全村进行巡逻，确保整治成
果延续下去，干净整洁的环境成为常态。”

村容村貌的显著提升，也让村民感受
到了变化。“村里现在看起来舒服多了！”紫
东村村民俞燕红说，垃圾和堆积物都清理
掉了，村里公共区域“清爽”多了。

本报讯 日前，蜀山组织街道清
廉村社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成员、纪工委全体成员及各村（社
区）相关人员前往安吉县大竹园村
和余村学习清廉村社建设经验。

大竹园村廉情工作站依托于制
度保障，整合各方监督力量，进一步
完善村级监督议事机构设置。尤其
是该村将重点工程放到监督墙后，
充分监督了权力行使，确保了权力
透明运行，街道、村（社区）干部纷纷
表示值得借鉴。

该村每家每户的清廉门牌给前
来学习的街道、村（社区）干部留下
了深刻印象。“他们通过清廉门牌、
家规家训等方式引导老百姓知‘清

廉’、懂‘清廉’，从根源上形成了清
廉氛围。”一位村干部表示，回去之
后要结合村庄实际，加快推进清廉
村社建设。

“组织大家走出来学习先进样
板，对于我们如何抓好清廉村社工作
大有裨益。”街道纪检线工作人员
说。为期一天的学习活动融合了基
层党建、党风廉政、美丽乡村等主题，
通过“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开
拓眼界、谋定思路，对推进街道清廉
村社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接下来，街道将以湖山社区和
湖东村为试点，着力推动清廉村社
建设实现全覆盖，力争建出特色、建
出品牌。 （张旭 陈赞军丁水富）

本报讯 近日，闻堰街道文体中
心流光溢彩、热闹非凡。由闻堰街
道总工会主办的“三江名城、幸福闻
堰”信念逐梦职工才艺大奖赛在这
里举行。

来自辖区各行业的选手，表演
了歌曲独唱、东方舞、明星模仿秀、

萨克斯合奏、诗歌朗诵等精彩的节
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大赛
表演的旗袍秀为比赛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通过现场评委评选，最
终，独舞《左手指月》摘取了大赛一
等奖。

（吕术艳 徐升 李永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