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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萧山

理财咨询：82891039 82891059
网上银行：www.boc.cn

广发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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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浦社区支行：82335971
临江支行：83815270、83696256、83815271、82168383 江南支行：83686713、83815932、82636889

具体产品预期收益以网点当日在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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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行ETC免费装 畅行12重礼中信理财 给你“稳稳”的幸福
热销理财产品

热销银保产品

推荐贵金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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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替代型基金

产品名称
南方多利

南方君信&君选

产品期限
——

每个交易日
可购

预期年化收益率
近6个月年化收益率4.5%

——

起点金额
——

1元

产品特点
代码：202103

科创版打新定制产品，
不配售，不封闭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险万能型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期限
满5年无退保费用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保本，保最低收益

保额按3.5%复利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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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赢稳健轻松投半年A款
乐赢稳健轻松投一年A款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19241期（保本）

薪金煲天天利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起购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美元

产品期限

63天

182天
357天

91天

最短1天

3个月
-2年

业绩基准/预期年化

4.5%
4.15%
4.20%

3.9%—4.2%

7日年化3.5%

2.8%-3.2%

备注

每周一早10点抢购

T+3起息
T+3起息

销售截至7月15日

每天快速赎回额度50万
元，支持各类消费场景

保本保息

30万元成为我行贵宾客户，并可积分兑换美妆礼盒、电影卡、健康体检等
丰富礼品。全国异地跨行取款、转账免手续费。

萧山支行：萧山区金城路208号（商会大厦对面） 电话：83686383
理财经理：金莹佳18814866778 沈雁平：15067368612
方萍：15669911903

萧然支行：萧山区市心中路687号 电话：82572198 82572000
理财经理：王翔 15869016062 徐彩萍：13429186349 施娇娇：13588201236

瓜沥支行：瓜沥镇东灵路法院对面 电话：87762297 徐丹：13588165012 吴亚利：13616530671

产品名称

鑫航安享

薪满益足新客版

薪满益足
新资金专版

外币优利存款

日薪月益
（个人版）

大额存单

薪加薪
（结构性存款）

投资
期限

12个月

95天

188天

3个月—
2年

每工作日
可申赎

按月
付息

91天、181
天、36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基准

4.6%-4.8%

4.5%

4.35%

2.3%—3.5%

3.35%-4.0%

4.18%

2.6%或3.9%

特点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火热销售中

起步
金额

5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000
美元

1万元

20万元

1万元

为了节省广大车主朋友们过收费站的时间，实现不停车快捷
交费，避免拥堵，提升过站体验，中国银行特别邀请广大车主前来
中行免费办理ETC业务。中国银行作为国有银行，一直提供优质
的ETC安装服务，安装手续简单快捷，免费赠送ETC设备，并且
快速安装到位。且不论是营运车辆还是非营运车辆，都可安装中
行ETC。

除了安装方便，在费用结算方面也同样方便快捷。不论是个
人车、公司车，均可绑定个人账户扣款。公司车同时也支持绑定
对公账户扣款。货车支持对公账户支付卡扣款。

另外，中国银行还为广大车主朋友们准备了多重福利：
（1）7月上线高速通行7.5折优惠；（2）1元享洗车、停车、代驾

服务；（3）爱驾汽车卡加油消费满1000元返现50元；（4）餐饮活动
满200元减110元;（5）1元观影；（6）星巴克满60元减20元；（7）信
用卡积分兑换星巴克兑一赠一；（8）1分钱喝饮料；（9）满记、罗森
消费满20元减10元；（10）9折乘地铁；（11）话费充值满50元最高
减20元；（12）信用卡积分5倍加速。

更多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萧山分行各大网点。中国银行萧
山分行个人金融部ＥＴＣ咨询电话82891009张。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华兴桥

本报讯 日前，衙前镇全域控制性详细
规划（2019年）进行了草案公示。这是我区
首个镇街级全域控规草案，也意味着未来，
衙前的每一寸土地，都将有规划覆盖，同时
包括基础设施、产业规划、环境保护、公共
服务等在内的各类规划、各种要素也将落
地到空间、地理上，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
优化人居环境。

全要素覆盖 统筹发展

规划形成“一核双心，一轴两片，两带
多园”的规划结构。其中“一核”即指围绕
镇政府及周边相应街道级的文化、体育、医
疗设施以及商业商务设施形成的中央服务
核心。“双心”是指在杭绍城际衙前站点周
边以及镇域东部老镇区形成服务于功能片
区的片区服务中心。“一轴”即指由萧绍路

形成的衙前转型提升轴。“两片”即指镇域
形成东西两个功能片区，分别为镇西民企
小镇培育片及镇东转型升级示范片。“两
带”即指镇域北部延官河形成的文化风情
展示带，镇域南部延西小江形成的水乡活
力带。“多园”是指依托镇域蓝绿交织的生
态水网与山水人文资源，形成特色鲜明、功
能丰富的公园体系，提高规划区生活品质。

全域控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空间的
全覆盖，打破原先的“产业规划”“环境规
划”“农村规划”等各自为阵的分割模式，构
建全域空间管控的政策体系，并以全区域
的尺度统筹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要素，做
好全领域、全要素的统筹和整合，涉及基础
设施、产业规划、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

配套设施全面规划

历来，衙前的区域位置十分明显。在
交通上，规划形成“一横一纵”的快速路
网。其中“一横”为彩虹快速路,快速联系
衙前与萧山主城区；一纵为中环快速路，便
捷联系衙前与萧山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绍兴市钱清镇等周边主要发展平台；“两纵
一横”的主干路网，则分别为振中路、定一

路和萧绍路。对现在主干道货车集中的现
象，规划了货运交通——镇域西部以铁路
为界南北分别建立张夏路—海塘路—吟新
路—彩虹快速路以及螺东路—复兴路—环
镇南路—彩虹快速路两条货运通道，减少
货运交通对城镇建设集中区的冲击。

在空间景观上，规划形成“一轴两带三
楔“的网络空间景观结构。轴是中部城市
景观轴，通过轨道交通绿带通道进行打造，
形成贯穿城区、联通南北生态空间的重要
生态景观通廊；两带指官河滨江景观带和
西小江滨江景观带。三楔指环绕衙前外围
的三条绿楔，通过绿楔与区域生态空间相
融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景观体系。

全域规划还对医疗设施、教育设施、文
体设施、商业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及文物资
源等进行了规划设计。

“可以看出，全域控规统筹谋划了城
镇、产业、基础设施、文化、公共服务、生态
等各个方面，构建多规合一、覆盖城乡的全
域规划体系，这对未来衙前的发展，不管是
产业提升、城市建设，还是空间布局上，都
是一个明确的指导，有着重要的导向作
用。”衙前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衙前编制“全域控规”优化人居环境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冯佳程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经信厅公布了
2019 年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名单。我区两家机构入选，分别是杭州湾
信息港、汇林创客汇创业服务平台。

据悉，申报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的门槛不低，需要满足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运营两年以上，资产总额不低于
200万元，服务人员不少于20人，具有良
好的发展前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小企
业服务机构、社会中介机构、技术服务机
构、科研院所，以及基于互联网等面向中小
企业提供创业创新服务的企业；年服务中
小企业100家以上，用户满意度在90%以
上；还具有信息、技术、创业、培训、融资等
多种服务功能或在某一方面具有特色服务
功能，具有开放性和资源共享的特征。

作为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

“示范生”之一，杭州湾信息港以一期、二期
和五期为核心，快速集聚行业龙头标杆企
业和上下游全产业链，探索出一个“智汇
港”+X 个“智慧谷”的发展模式，重点打造
中国智慧健康谷、中国人工智能谷、中国场
景科技谷、中国智慧家居谷、中国智慧交通
谷等 X 个体现信息港小镇特色的智慧产
业之谷，每个智慧谷的背后均是规模上千
亿乃至万亿产值的一条完整产业链。

目前，杭州湾信息港以微医集团、瑞康
医药、歌礼生物等为龙头，集聚了微医国际
医学中心、清华长三角杭州生物医药清创
园、微医全科、康久医疗、美联生物、诺迦生
物等医疗健康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基础上，
以科大讯飞、浙大睿医、一知智科等为龙
头，引进了微软、谷歌、阿里、网易、湾区孵
化器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究中心与人工
智能双创平台，计划在3-5 年内至少引进
人工智能产业方向各类双创人才 5000 人

以上，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基地，形成人
工智能产业集群，带动萧山双创事业发展。

入选的另一家机构，汇林创客汇创业
服务平台，则致力于以“工业设计+”为中
心，搭建“公共、人才、金融、营销、成果转
化”五大服务平台、“智能设计3D打印中
心、智能设计云计算中心”两大技术服务中
心，打造智慧制造工业设计全产业链。截
至目前，平台入驻企业73家，其中工业设
计企业28家，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申报累
计200多项，对接技术成果转化项目29
个，为企业申报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项
目179个。

记者了解到，杭州湾信息港在入选省
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的基础上，
正在向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发起冲击，目前已完成材料上报、专家评审
工作，进入2019年度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推荐名单，并对外公示。

省经信厅公布2019年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名单

杭州湾信息港、汇林创客汇成“示范生”

浙江工业大学成教学院继续和
杭州市总工会合作，开展“2019年
资助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活
动”，作为浙江工业大学成教学院萧
山分院（萧山电大），凡在我院报读
浙工大成考本科的考生，将有机会
获得市总工会7000元定额资助，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资助名额：全市共资助1100
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读大学；

2.资助对象：在杭州市工作，已签
订劳动合同，加入工会组织，缴纳6个
月以上社会保险，年龄在18-45周
岁，并且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学历
的外来务工人员；

3.优惠政策：报考浙江工业大
学本科学历教育，由市总工会定额

资助7000元，其中，毕业前被评为
区县（市）级（含）以上劳动模范、“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给予全额资助；
符合市总工会资助条件的学员，本
科就读过程中，浙江工业大学将给
与理工类专业900元、经管类专业
810元的学费优惠。

4.报名流程：报考本科的职工
可在市总工会网站（http://sdx.
hzgh.org/）报名并上传材料，报名
截止：2019年7月13日，审核通过
的报名者将在7月底收到短信，或
在报名网站查询。也可到电大萧
山 学 院 招 生 处 报 名 。 详 询
82665050、82663950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
2019年7月6日

2019年“资助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活动”

报考浙工大本科学历教育，
市总工会定额资助7000元

■见习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王飞

本报讯 随着萧山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地铁、亚运会保障项目、高铁等
重点工程建设加速，产生了大量的工
程渣土。如何破解渣土处理难题？萧
山有新招。日前，杭甬运河首家纯电
渣土中转靠泊点正式运营。该中转靠
泊点有利于减少渣土车辆对城市环
境、交通、安全的影响，减轻地铁建设
等项目实施过程中渣土处置困难。

据了解，浙江泓纬有限公司将原
有2#、3#钢材泊位改造成渣土泊位，
以发挥水运成本低、污染小的优势，进
一步做到节能减排、缓解拥堵，是萧山
区首个现代化建筑渣土水路中转作业
点。该靠泊点首次在挖机等设备上采
取纯电力驱动的方式来进行作业，是
辖区渣土中转靠泊点助力环保，打赢

“蓝天保卫战”和推进绿色水运的有力
尝试。项目自2019年3月15日开工
建设，于5月5日完工。占用岸线100
米，共设有两个300吨级泊位，设计年
通过能力125万吨。此外，该靠泊点

还配备了渣土装船的水雾喷淋装置、
工程车自动清洗装置、沉淀池等相应
的环保设施。

该渣土中转点泊位的正式运营，
将有力地推进萧山区建设工程渣土的
消纳。萧山港航处也将继续强化该渣
土靠泊点的管理，立足生态环保，促进
绿色水运的管理，让水运更好地为城
市发展服务。

此外，为了做好渣土运输有效管
理，区工程车治理办公室联合城管、公
安、运管、路政、港航等多家单位，紧抓
源头管理，相互协作配合。区运管处
夜间在城区不间断地巡回检查和设点
督查，对建筑渣土运输车辆、运输路线
等设专人定岗督查，并开展不定时不
定点的突击检查；对建筑工地出入口
处未设置车辆冲洗设施、未办理工程
渣土准运手续运输建筑渣土、未实施
密闭化运输、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等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查处；严查运输
车辆因未密闭覆盖、带泥运行、沿途抛
撒滴漏而造成城市道路污染等不规范
运输行为。

区首个现代化建筑渣土水路中转作业点正式运营

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近日，杭州烂苹果乐园每天上演
“我在乐园当演员”活动。萌娃
身着动物卡通服，在游戏互动剧
《小海龟的奇妙历险》《黑猫警
长》《三只小熊》扮演各种角色，
过了把演员瘾。

通讯员 李 莹 摄

萌娃当“演员”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钱塘江潮是世界三大涌
潮之一，潮水来临时，犹如万马奔腾、
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但其破坏力
和危险性也是不可小觑的。就在三天
前，杭州九堡大桥下，三人翻下江堤戏
水被卷走，其中两人获救一人遇难，再
次敲响了安全警钟。

钱塘江不同于其他江河，水面上，
它会形成潮涌，游泳者一旦遭遇潮涌，
会被其强大的推力冲走，凶多吉少；就
算没有潮涌时，钱塘江水面平静，水面
下情况也不乐观，因钱塘江的水底地
形复杂，水下更是易形成暗潮，让人难
以预测，防不胜防。

钱塘江涌潮平均速度可达每秒5
至7米，钱塘江潮到来时的推力，每平
方米压力可达4至7吨，推动一辆汽车
都不是问题，更别说人了。所以不得
不老生常谈：观潮，安全第一。

观潮时一定要选择安全区域或地
段观潮，注意并严格遵守沿江堤坝上的
警示标志。不要在涌潮经过的凹凸岸、
水上码头、丁字坝、护岸的磐头、沙龙等
区域观潮，不要翻越护栏到江滩或者到
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堤塘附近观潮。
潮水凶猛时，即使站在岸边，也有被误
伤的可能。不管是涨潮退潮，在钱塘江
里游泳、下堤钓鱼、乘凉都是高危行为，
而那些看似露出水面的河滩、十字坝
等，其实也都非常危险，不适合游玩、纳
凉。特别是对钱塘江不熟悉的外来务
工人员、学生等，不要因为图一时新鲜，
贸然下堤，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我区境内钱塘江长达30.2公里，
均为强涌潮地段。今年以来，我区开展
钱塘江沿线防护网、警示牌及宣传标语
等设施完善和维护工作。进一步完善
好基层组织体系建设，落实好喊潮、巡
防和督查三支队伍，在潮前潮后各1小
时开展巡防喊潮工作，保障安全。

又到观潮季 防潮安全要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