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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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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盛汇丰利
申万双利丰聚

薪满益足新客版
薪满益足私行版

薪满益足新资金专版
日薪月益（个人版）

薪加薪（结构性存款）

投资
期限

12个月
18个月
94天
271天
181天

每工作日可申赎
126天
214天

业绩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4.65%
5.00%
4.4%
4.30%
4.30%

3.35%-3.8%
2.6%或3.98%或4.4%
2.6%或3.95%或4.4%

起步
金额

50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30万元
1万元
1万元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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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支行：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3686715 之江支行：82753383、83893155、83815320 江东支行：83686725、83815327、83686722、83815326
83686630、82636221、83537906、83815652、8386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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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理财 给你“稳稳”的幸福
热销理财产品 热销银保产品

理财替代型基金

产品名称

鹏扬鸿利二
级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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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年化收益
率8.08%

——

起点
金额

——

1元
起购

产品特点

主投债券+股
票

科创版打新
定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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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发专属理财

乐赢利率挂钩结构性存款

乐赢稳健和信系列

薪金煲天天利

乐赢美元稳健周期理财

美元定制定期存款

起购
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5万元

1万元

2000
美元

5000
美元

产品
期限

63天

91天

91天

3个月

最短1
天

92天/
365天

1年期

业绩基准/
预期年化

4.40%

4.25%

3.90%
4.15%

7日年化
3.30%

3.00%/
3.30%

2.70%

备注

每周一10点抢购，
T+1起息

每周二10点抢购，
T+1起息

9月11日—16日申购

参与乐享券活动

每天快速赎回额度
50万元，支持各类消

费场景

新资金有尝鲜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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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行ETC绑定信用卡、借记卡 享多重好礼
1、OBU设备免费送。

2、高速通行费最高享5.3折。

3、一元爱车：包含一元洗车、一元停

车、一元代驾活动。

4、加油满1000元返现50元。

5、餐饮活动：最高可享“满200元减

110元”优惠。

6、1元观影。

7、星巴克满60元减20元，信用卡积

分星巴克兑一赠一。

8、1分钱喝饮料。

9、满记、罗森支付满30元立减10元。

10、5倍积分加速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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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3元/克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鲁金凤

蔡家弄是百尺溇社区南面与萧山第一
人民医院之间的一条小路，东西贯通连接
百尺溇路与市心南路，宽度约可并行2辆
小轿车，是蔡家弄与百尺溇居民区唯一可
通行消防车辆的消防通道。

这条小路路窄车多，之前路边乱停车
情况也比较严重，甚至消防车和救护车无
法通行。针对这种情况，百尺溇社区主动
寻求相关部门配合，施妙招解决了路边乱
停车问题，为居民清出了“生命通道”。

车辆占据消防通道
救人灭火都受阻

百尺溇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老社
区，周边商业楼宇多，加上区一医院停车位
紧张，很多人直接将车停在蔡家弄沿线，一
旦住宅区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顺利
进入火灾现场进行施救。

2018年9月，蔡家弄居民区横石板弄
一居民家中厨房起火，消防车到达后因为
蔡家弄沿线违停车辆多，无法开到居民楼
下，只能停在距离起火点400多米的市心
南路上。幸好居民及时赶回，社区微型消
防站及时出动，才将火灾扑灭于萌芽状
态。这次火灾虽然很小，但引发了百尺溇
社区加强消防安全保障工作的迫切需求。

无独有偶，今年3月，一名独居老人在
位于何家弄的社区老年活动室突发疾病，
当场失去意识，有人打了120急救热线。
不久，社区工作人员赶来，老人的子女也赶
到了，120救护车却因为道路上乱停车无
法通过，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到现场。

除了蔡家弄，陈家弄、何家弄也是居民
区内部的消防通道，但小区内停车位少，无
法满足居民日常的停车需求，占用消防通
道停车成为日常现象，居民楼一旦发生险

情，消防车和120救护车根本开不进来。

取得相关部门支持
对违章停车说不

由于社区没有处罚权，对于车主没有
强制力和约束力，百尺溇社区便向有关部
门提交申请，希望将蔡家弄、陈家弄、何家
弄3条小路划入区重点背街小巷名录，得
到区文明办在管理和资源上的支持。经多
次实地查看和会议协商后，3条小路最终
划入萧山区的重点背街小巷名录。

在这一基础上，社区又联系区住建部
门寻找档案资料，请住建局派出专家实地
勘查确定道路性质，最终确定蔡家弄、陈家
弄、何家弄为市政道路。

之后，社区向交警部门寻求违停执法
的可行性方案，自2019年6月24日起，蔡
家弄、陈家弄、何家弄3条小路纳入交警市
政道路管辖范围，交警每天早中晚分时段
巡查，对乱停车行为进行处罚。

最初，部分居民不理解，跑到社区吵
闹。社区工作人员就把之前发生火灾消防
车进不来、老年人生病急救车无法开进来
的例子说给他们听，做好解释工作。一段
时间后，乱停车现象明显缓解，如今到百尺
溇居民区走一圈，这3条小路上基本没有
违停车辆。

住在何家弄的凌师傅说，这个事情社
区做得好，现在小区里住着很多老年人，最
怕发生火灾或患病时消防车、救护车开不
进来，生命通道畅通，大家都放心了。

■首席记者 周颖

本报讯 近日，区佛教协会向区
抗癌协会捐赠8万元慈善款，用于资
助抗癌协会的困难成员和抗癌防癌
知识宣传。这份爱心，不但解了不少
困难会员的燃眉之急，也鼓舞着会员
们抗击病魔的“斗志”。

张先生是一名病人家属，他说自
己来自一个“不幸”的家庭：已过而立
之年的儿子因患尿毒症，20多年来一
直靠透析维持生命，前几年妻子又查
出了脑癌。连接的打击，让这个中年
男子好几次哽咽。

“这些年，给儿子看病欠下了不
少外债。妻子患病后，让这个原本就
负债累累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接
过资助金，张先生十分感激，称妻子
经过治疗生活已大致能自理，谢谢这
么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关爱，给他们全
家前进的动力。

捐赠仪式现场，还来了不少区抗
癌协会的“明星会员”分享抗病经
历。今年66岁的杨老师曾经是一名
医护人员，21年前被查出恶性鼻咽淋
巴瘤，她调整心态积极治疗，恢复得
很好。但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又在
2007年和2009年先后被确诊为膀胱
癌和输尿管癌。“沮丧、恐惧、焦虑，但
在抱头痛哭过后，我们选择了乐观面
对。”杨老师说，共同抗癌19年，夫妻
俩携手走进40年的“红宝石婚”。这
些年来，这对抗癌明星夫妇的事迹一
直感染和鼓舞着那些不幸的人，战胜
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恐惧。

区佛教协会会长释广兴表示，自
古以来佛教就奉行慈悲济世的优良
传统。慈悲感恩、弘法利生，是佛教
适应新形势、发挥正能量，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通过这次
慈善捐助，也希望病友们能积极治
疗，微笑着面对生活。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汤昕妤

本报讯 便民举措又有新成果，
截至8月底，工商银行在萧山的5家
支行已正式上线“社保就近办”业务，
市民可以就近办理27项社保业务。

这5家试点支行分别为萧山分行
营业部、江南支行、萧东支行、金城路
支行和临浦支行，可受理参保登记、
参保证明打印、参保人员或参保企业
信息变更等27项社保业务。

“社银合作”是区人社局依托银
行业务经办网点、设备设施和工作人

员，将人力社保有关业务事项下放到
银行营业网点进行办理，努力实现让
企业和群众就近办理相关人力社保
业务的便民举措，助力“最多跑一次”
改革向基层延伸，让办事群众从“最
多跑一次”向“就近跑一次”转变。

自去年区社保中心与农商银行开
展“社银合作”以来，群众反馈良好，今
年7月农商银行网点从7家扩大到了
28家，覆盖了全区所有镇街。在此基
础上，区人社局继续扩大“社银通”民
生工程，与工商银行开展合作，把社保
办事窗口延伸到百姓家门口。

消防通道乱停车 遇到险情咋办？

百尺溇社区出妙招“生命通道”终于通了

蔡家弄已基本没有违停机动车

区佛教协会捐赠8万元
资助区抗癌协会困难会员

工商银行5家支行上线“社保就近办”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