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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产品预期收益率为预告性质，有可能因为市场原因临时调整，具体以每日浦发网上银行公布的利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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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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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风险。
金城路支行∶82372957、83815611 体育路支行∶83815612 育才路支行∶82733865 江东支行∶83815319 临浦东藩社区支行∶83815050 闻堰三江社区支行∶83815658

浦发银行新推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悦盈利18个月定开型C款
悦盈利6个月定开型之消费主题精选

悦盈利12个月定开型N款
月月享盈增利1号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93037
2301192021
2301192022
2301192014

认购期
11月28日-12月4日
12月3日-12月9日
12月5日-12月11日
12月2日-12月5日

业绩比较基准
4.22%-4.62%
4.02%-4.42%
4.02%-4.42%

3.85%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同享盈增利88天特别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定价（%/年）
4.3%
4.3%
4.1%

申购募集期
12月4日-12月10日

12月3日-12月9日

产品名称
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普惠版之12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93天计划
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366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366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87605
2301187630
2301187606
2301177802
2301177805
2301187602
2301177809
2301177803
2301177808
2301187604

业绩比较基准（%/年）
3.95%
3.92%
4%

3.87%
3.88%
3.89%
4.02%
4.1%
4.03%
4.04%

申购募集期

12月2日-12月6日

12月4日-12月10日

推出理财产品

地址：萧山区市心北路218号（交通路线：乘坐公交车123、705，建设三路站下车，步行50米；地铁二号线建设三路站下车，步行50米）
联系电话：88359900、8835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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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有风险。

★三年期大额存单利率4.18%，提前支取靠档计息★

产品类型

融汇现金1号

聚溢融
系列

（非保本浮
动收益）

财溢融系
列

（非保本浮
动收益）

天添开鑫/灵活

宝溢融系
列（保本浮
动收益）

具体产品以产品说明书等产品材料为准，详细产品信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中国理财网：www.chinawealth.com.cn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产品
名称

新客
养老
C1
C0
C1
C2
C3

C3新客
C6
C0

C3

C6

天数

91天
182天
35天
364天
35天
63天
91天
91天
182天
364天

91天

182天

风险等
级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流动性特征/
销售渠道
开放式/
柜+网

封闭式/
柜+网

封闭式/
柜+网

开放式/
柜+网

封闭式/
柜+网

业绩比较基准

近七日年化3.72%

（5万元-200万元）4.25%
10万元：4.05%（50周岁以上）

5万元：3.85%
5万元：4.05% 20万元：4.10%

20万元高净3.85%，100万元私行4.00%
20万元高净3.90%，100万元私行4.10%
20万元高净3.95%，100万元私行4.10%

（200万元起）4.35%
20万元高净4.05%，100万元私行：4.20%
20万元高净4.15%，100万元私行：4.35%

1.7%-4.0%

3.60%

3.60%

产品募集日期
申购、赎回期

每个工作日 9：00-15：00（T+0到账）
12月4日-10日
12月5日-11日
12月2日-8日
12月6日-12日
12月2日-8日
12月3日-9日
12月4日-10日
12月4日-10日
12月5日-11日
12月6日-12日

申购、赎回期
每个工作日 9：00-15：00（T+0到账）
12月4日-10日

12月5日-11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3月11日
2020年6月11日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12月11日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2月11日
2020年3月11日
2020年3月11日
2020年6月11日
2020年12月11日

2020年3月11日

2020年6月11日

南片八镇“拥江共舞”让母亲河变成“财富河”
打造“文化长廊” 构建浦阳江旅游生态园

新街全面部署消防安全检查

美丽萧山

城厢举办跨境电商业务培训会

区少体校二期建设主体工程提前结顶

旋涡乐园

9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伍建伟

本报讯 日前，区少体校二期建
设主体建筑工程完成最后一块顶板
混凝土浇筑，主体结构顺利结顶，比
原定时间整整提前1个月，标志着区
少体校二期建设工程向前迈出一大
步，预计将于明年3月中旬完成主体
验收。

区少体校二期建设工程项目位
于蜀山街道萧金路2508号，用地面积
约734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89.9
平方米，包括综合楼、半地下室、连
廊、配电房、传达室以及室外道路
等。其中，综合楼涵盖学生宿舍、师
生餐厅等配套设施，以及举重训练
馆、拳击训练馆、柔道训练馆、跆拳道

训练馆、体能训练馆、室内风雨操场，
配套设施齐全。整个二期建设工程
总投资4459万元，是我区2018年重
点建设项目，是培育体育运动竞技人
才的重要载体。

落成后的二期建设项目，可容纳
200多名运动员集中训练，有效实现
我区体育教育资源的整合，为运动员
提供一个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环境
宜人的学习环境，为我区竞技体育事
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区文旅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为运动员训练“保驾护航”，新建
成的校区还将面向社会开展各级各
类体育运动赛事，为运动员素养提升
和技能提升提供服务，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全区体育产业的发展。

■通讯员 闻王裔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为更好地服务辖区企业
走向跨境蓝海，开拓海外零售市场，
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近日，城厢街
道举办跨境电商业务知识培训会，就
扶持政策、跨境业务开展、金融融资
政策进行培训。

区商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
全区进出口贸易基本情况、政府相关
扶持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展跨境电
商业务。萧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了公司运行机制、服务

内容和服务模式，结合eBay、速卖通、
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分享了一些
外贸企业通过平台进行跨境业务的
案例，并对亚马逊跨境电商运营操作
知识等进行了讲解。中信银行介绍
了跨境电商融资业务，就几款融资产
品的准入门槛、办理流程及银行的融
资优势等进行了说明，并表示为中小
企业开展跨境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城厢街道各社区分管三产工作
的社区工作者、外贸出口业务相关企
业、从事电子商务相关企业共100余
人参加培训。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许星怡

本报讯 冬日和煦的阳光下，漫步在
浦阳江畔林荫绿道上，沿路观赏与景观
融为一体的路牌、欣赏极富有地方特色
的雕塑，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伴随着
浦阳江沿线景观提升一期工程的完成，
这条长达19.7公里的“文化长廊”，正吸
引着周边村民和城区市民前来观光游
玩。

据了解，浦阳江沿线景观提升工程主
要对沿线进行景观文化环境提升，打造富
有沿线村落特色的文化生态旅游线。“我

们邀请美院的设计师进行设计，融合现有
绿化，配套城市家具、标识标牌、雕塑等。”
据浦阳江开发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一
期工程里，一共完成导视系统包括总平
图、景观布置图等标识标牌约750块，安置
休闲座椅、垃圾桶等约340个，完成各类驿
站10座，警亭2座。此外，沿线还设置具
有当地特色的印文陶、进化十二景、青梅、
桃花水母等雕塑8座，充分展示了萧山南
片独特的风貌。

一湾江水，将水岸相连，让家园如画，
让人们的生活休闲模式悄然发生改变。

这样的美景，不仅是周边村民的“乐
园”，而且成为市民休闲养生的首选地之
一。白云蓝天、绿树红花、蜿蜒河水构成
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景区内游客走走
停停，或散步，或健身，累了就在驿站、椅
凳上休息。“现在南片风景好，我们经常
来玩。欢潭古镇、浦阳赏梨都去过，如今

游玩又多了一处好地方。”住在城区的郭
女士说。

未来，这里的秀美山水将“牵手”沿线
八镇，构建浦阳江旅游生态园。规划范围
绕城南450平方公里，涵盖楼塔、河上、戴
村、临浦、浦阳、进化、所前和义桥八镇。
依托山水资源、生态优势，做美山水镇村，
做优人居环境。深入实施旅游、科技等南
进行动，打通“浦阳江—湘湖—钱塘江
—大运河”水上黄金旅游线，使浦阳江成
为浙江的“莱茵河”。浦阳江将串联大岩
山、城山、道林山、仙女湖、桃花源、寺坞
岭、民宿园等旅游资源，打造南部全域生
态旅游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民宿、健康养
老、高新技术、文化创意、农村电商等新兴
业态。

浦阳江这条哺育萧山的母亲河，未来
也将成为提供休闲旅游的“生态河”、带动
经济发展的“财富河”。

■通讯员 应长根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昨日，新街街道举行消
防安全工作会议，街道各村、社区主
要领导，街道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
街道机关、事业单位部门负责人、消
防员参加会议。

消防安全无小事，容不得半点马
虎和松懈。针对街道发生的火灾事

故，街道要求各村、社区和企业立马
行动，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的自查自
纠，提升源头管控能力、风险防控能
力。要开展地毯式排查，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对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坚
决整改到位。要建立消防安全长效
机制，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
培训，提高干部职工的消防安全知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

日前，浦阳镇桃花源新建的一座旋涡乐园正式开放，乐园包括圆桶滑梯、滚轴滑梯、爬网、蹦床、平衡带、秋千、旋转装置等无动力装置游乐项目，
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场所。 记者 丁毅 通讯员 吴洁 摄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陆海峰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浦镇创新
形式，将网格化管理运用到统计管理
工作中，使过去被动、定性和分散的
管理，转变为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
理。同时，成立临浦镇统计网格化工
作驿站，标志着辖区企事业单位统计
员们今后有了一个共同的“娘家”。

高质量的统计数据，能够揭示地
方发展的规律，勾勒时代发展的脉
络，是政府部门研究和制定政策的重
要依据。而网格化管理是社会治理
中一种重要且有效的举措，是指将管
理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成为单元
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内的对象

进行信息采集和对事件的巡查，从而
实施及时有效精准的管理。

据悉，临浦镇将全镇规上企业和
行政事业单位划分为9大网格，每个
网格配一家网格长单位和一家副网
格长单位，实施《临浦镇统计网格化
管理考核办法》，每年将对网格企业
和网格员进行考核。

该镇表示，临浦统计网格化工作
驿站将切实发挥载体作用，为各企事
业单位统计员搭建起业务交流、技能
培训的平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活动，网格内企业要及时准确完
整报送统计报表，切实提高统计数据
质量，推动临浦经济社会实现赶超跨
越发展。

临浦成立统计网格化工作驿站

萧山城区生活垃圾清洁直运全覆盖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孙宇飞

本报讯“原来这里垃圾乱堆，现在
垃圾房改成垃圾亭后，整整齐齐摆着 8
个垃圾桶，每天都有人来清运，干净多
了，绿化看着也舒服。”城厢街道回澜南
苑居民王先生说。日前，位于回澜南苑
18幢的垃圾房经过改造提升后已正式投
入使用。

区城投集团清洁直运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垃圾房改造升级后，不仅更干净
了，清运也更方便，以前清运只有老旧

不锈钢车、平板车等工具，完全依靠人
力‘粗放型’清运，现在自动翻桶车已成
为主要清运车辆，通过以‘桶车对接’的
方式，将其他垃圾直接翻入车内，较好
地避免了垃圾滴漏问题，实现了‘人收、
机倒、水洗’三位一体的精细化收运。”
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完成崇化社区、潘
水社区等 16 个社区 267 个垃圾房提升
改造项目。

此外，萧山城区内还形成了以36条清
洁直运路线及“五纵九横”14条道路组成
的沿街店面收集网，涉及3113家店铺垃圾

分类上门收集工作，构建了城区垃圾“集、
疏、运”一体化格局，实现垃圾清运“三化
四分”。

如今，区城投集团清洁直运公司在
日常清运+沿街店面收集上，共有200余
辆清运车辆，511间垃圾房，6个大型中
转站，290余名一线操作人员，实现城区
垃圾分类全方位机械化直运化。据统
计，前三季度城区生活垃圾清运保持日
产日清，日均清运垃圾超600吨，累计完
成垃圾清运约18.6万吨。

200余辆清运车、290余名操作人员穿梭大街小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