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街 2019年1月8日 星期二

首席编辑：李家连 校对：洪泓

XIAOSHAN DAILY

444

美丽萧山

杭州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萧山支行：萧山区金城路419号（电话：82892971、82891326） 城厢支行：萧山区育才路395号（电话：83869120、82891967）
临浦支行：萧山区临浦镇人民路30号（电话：82487005、82487006）瓜沥支行：萧山区瓜沥镇友谊路441号（电话：82576087、83581070）
大江东支行：大江东区义蓬街道义蓬中路550号购物中心斜对面（电话：83862311、8386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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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即可买理财、办贷款▶

产品名称

丰裕盈家KF01第4399期预约35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0期预约63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1期预约91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2期预约35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3期预约63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4期预约91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5期预约182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6期预约269天型
丰裕盈家KF01第4407期预约364天型

净值型产品名称

固定收益类19001期银行理财计划
固定收益类19002期银行理财计划

（高净值客户专属）

固定收益类19004期银行理财计划

丰裕2号为高净值客户专享——申请条件：家庭现金资产100万元（包括银行存款、理财、股票、信托、基金等）

产品名称

丰裕盈家KF02第2463期预约35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64期预约63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65期预约91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66期预约35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67期预约63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68期预约91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69期预约182天型
丰裕盈家KF02第2470期预约364天型

认购期

1月8日
-1月10日

1月11日
-1月14日

1月8日
-1月14日

认购期

1月8日
-1月14日

1月10日
-1月16日

认购期

1月7日
-1月9日

1月10日
-1月13日

1月7日
-1月13日

理财到期日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3月15日
2019年4月12日
2019年2月19日
2019年3月19日
2019年4月16日
2019年7月16日
2019年10月11日
2020年1月14日

理财到期日

2020年1月14日

2021年1月20日

2021年1月20日

理财到期日

2019年2月14日
2019年3月14日
2019年4月11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3月18日
2019年4月15日
2019年7月15日
2020年1月13日

理财
期限
35天
63天
91天
35天
63天
91天
182天
269天
364天
理财
期限
364天

736天

734天

理财
期限
35天
63天
91天
35天
63天
91天
182天
364天

5万-19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0%
4.20%
4.35%
4.00%
4.20%
4.35%
4.45%
4.45%
4.40%

5万元以上业绩比较基准

4.55%（5万元起）

5.1%（30万元起）

5%（5万元起）

10万-29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4.05%
4.25%
4.40%
4.05%
4.25%
4.40%
4.50%
4.45%

20万元(含)以上预期年化收益率

30万-99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100万元以上
预期年化收益率

目标客户

普通客户

目标客户

普通客户

目标客户

高净值客户

销售渠道

营业网点 网
上银行 手机
银行 微信银
行 自助渠
道 牛大管
家 PC理财

频道

销售渠道

牛管家除外

销售渠道

营业网点 网
上银行 手机
银行 微信银
行 自助渠
道 牛大管
家 PC理财

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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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类型

融汇现金1号
天添开鑫
天添鑫溢

聚溢融系
列（非保本
浮动收益）

财溢融系
列（非保本
浮动收益）

宝溢融
（保本浮动

收益）

产品
名称

C3新客
C1
C2
C3
C6
C0
C1
C2
C3

C3新客
C6
C0
C3
C6
C0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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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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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式/
柜+网

预期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

近七日年化收益4.45%
2.0%-4.1%
2.6%-4.0%

4.70%
5万元：4.10% 20万元：4.15%
5万元：4.20% 20万元：4.25%
5万元：4.25% 20万元：4.30%
5万元：4.40% 20万元：4.45%
5万元：4.40% 20万元：4.45%

20万元高净4.25%，100万元私行4.35%
20万元高净4.30%，100万元私行4.45%
20万元高净4.35%，100万元私行4.55%

200万元：4.80%
20万元高净4.50%，100万元私行：4.70%
20万元高净4.52%，100万元私行：4.72%

4.00%
4.00%
4.10%

产品募集日期

申购、赎回期：每个工作日 9：00-
15：00（T+0到账）

1月9日-15日
1月7日-13日
1月8日-14日
1月9日-15日
1月10日-16日
1月11日-17日
1月7日-13日
1月8日-14日
1月9日-15日
1月9日-15日
1月10日-16日
1月11日-17日
1月9日-15日
1月10日-16日
1月11日-17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3月19日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7月18日
2020年1月17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3月19日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7月18日
2020年1月17日
2019年4月17日
2019年7月18日
2020年1月17日

姜万祥对“跑马灯”如数家珍

新街实施七大工程 抓好七项任务

楼塔“细十番”赴浙艺参加展示活动

北干重抓三项工作 打造高品质街道

蜀山拆除违建15处

尖山下村：马灯“跑”起来 村民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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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历史文化 进化要建印纹陶博物馆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张帆

周朝天子八百年，个个山头冒窑烟。
2500多年悠久的陶窑历史让进化镇的文
化底蕴尤为深厚。根据考古发掘，进化境内
共有印纹陶和青瓷窑址10多处。其中，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茅湾里印纹陶窑址
被认为是保存最完整的古窑址。

近日，茅湾里印纹陶博物馆项目建议
书获得区发改局正式批复。未来，进化将
在严格保护茅湾里印纹陶窑址的基础上，
合理利用，建设一座古陶瓷博物馆，擦亮萧
山“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这张历史文化金
名片。

展示萧山古陶瓷风采

说起茅湾里，许多市民未必熟悉。但
早在2006年，茅湾里印纹陶窑址就与跨湖
桥遗址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萧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遗
产之一。

“茅湾里不能再默默无闻，”萧山博物

馆原馆长、著名考古学者施加农说，这些年
来茅湾里窑址无人问津，身为历史文化的
保护者和传承人，他感到可惜甚至还有些
焦灼。

那么如何加强茅湾里窑址的保护和传
承，扩大茅湾里窑址文化的影响力？经过
多方讨论、实地考察之后，进化镇决定在窑
址保护红线外，打造一座博物馆。

施加农介绍，该项目选址位于茅湾里
印纹陶窑址保护区东侧的蜈蚣山脚下，在
保护红线之外，距离保护区东侧边界200
米之内，总占地面积21.52亩，估算总投资
9650万元，其中一期博物馆建筑面积约
6206平方米，二期配套设施约3660平方
米。

根据规划，进化将重点打造“五个一”
的核心内容：即一个展馆——茅湾里印纹
陶博物馆，一个公园——遗址主题公园，一
个研究院——印纹陶文化研究院，一个基
地——文博专业大学生教育实践基地，一
个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以完整
的产业链推动茅湾里窑址的保护和传承，
从而将这一国家级文化资源打造成为萧山
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古陶瓷文化的窗口。

深耕山水文化资源

作为区域大镇、生态重镇，进化一直探
索自身发展之路。如何在转型升级的当

下，找准定位，实现新的突破？进化镇党委
书记陆伟岗说：“我们要立足于进化的山水
禀赋和历史文化资源，跳出进化看进化，放
眼未来谋发展。”

近年来，进化挖掘了不少文化品牌，像
民族英雄葛云飞、“布衣都督”汤寿潜等名
人，还有岳飞笑饮欢潭水的欢潭传说等等，
每一个故事、每一处故居都是进化的精神
财富。

文化名镇已成为进化的一张金名片，
进化要打造长三角都市圈的重要休闲目的
地，就必须在不断提升大美品质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搭建文化载体，展示特
色风貌，讲好进化故事，留住乡愁记忆，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休闲进化”。

随着全镇域景区化战略的持续推进，
在目前已经落实的重点旅游项目支撑下，
进化已呈现出一片绝佳的观光、度假、居住
环境。同时，有着大美品质的“休闲进化”
名号也将越来越为人所称道。

有着浙江最美赏花胜地称号的吉山
梅园，山水环抱竹海掩映的萧绍古道，还
有城山上的天域开元、修葺完成对外开放
的汤寿潜故居陈列馆等等，都是进化吸引
外来游客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进化蓄势
深耕山水文化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萧山南片全域景区化、绿色大发展的缩
影。

■文/摄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沈镇

这段时间，戴村镇尖山下村农村文化
礼堂内十分热闹，近二十名马灯制作者在
为大年初三至初五的“跑马灯”表演做准
备。四匹高头宝马“半成品”摆在礼堂中
央，74岁的马灯文化传承人姜万祥手里拿
着工具和材料，和同伴讨论着制作技法。

“跑马灯”是尖山下村流传了三百余年
的民间风俗，每逢过年，村里人一起“跑马
灯”来祈福，场面非常盛大。后来一度寂
静。二十几年前，姜万祥带领几位邻居重
拾马灯，这才重现了壮观的“跑马灯”景象。

马灯队伍一般以四匹高头宝马、十二
匹小马、12生肖以及高照灯、狮子灯、背炉
灯等大件灯组成，需要近两百人参与进
来。为这些道具，马灯师傅要忙上好几个
月。据姜万祥介绍，从去年12月中旬开
始，他们就“搬到”礼堂里，没日没夜地赶
制，有的购置服装和材料，有的负责制作，
有的进行摆放和造型……

在礼堂四楼一间制作室里，三四个女师
傅正围着一只“猪”进行装扮，贴“眼睛”、粘

“耳朵”、做“舌头”……马灯不仅有“马”，还
有各种各样如狮子、蛇、猴子等动物。在隔
壁陈列室里，30多件各种五颜六色完工的
马灯依次摆放着，造型各异，活灵活现。

据姜万祥介绍，今年在马灯制作上做
了许多改良，比如，很多地方用绒布代替纸
糊，马灯的骨架采用了易成型和保存的铁
丝做支撑。“这些创新，既保证了马灯能在
下雨天‘跑起来’，也让这项传统习俗更贴
近时代发展。”

据马灯师傅盛大伯回忆，他小时的马

灯都是用纸糊的，里面还要“塞”一只蜡烛，
跑的时候生怕着火，跑完马灯，还要把纸撕
下来，留一个竹编空架，待来年再用。而现
在的马灯，里面的蜡烛换成了LED灯，既
安全又美观。

“跑马灯”是一套系统工程，不仅阵仗
大，规矩还多。“跑马灯”得从前门进，后门
出，还得配以剪刀阵、五梅花阵、八卦阵等
队形。“跑马灯”的大部分是村里小朋友，为
此，制作完马灯后，马灯师傅还要对这些

“小马”进行训练。在姜万祥看来，这是一
件代代相传的好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就开

始‘跑马灯’了，每次‘跑’，看到村民一拥而
上送红纸包、水果，觉得挺开心，很热闹！”

“今年，我们要‘跑’出村庄，让尖山下
的马灯走上集镇，让更多的人看到马灯师
傅的手艺，也让更多的村民因为马灯而感
受到传统的年俗。”尖山下村党总支书记姜
火祥说，今后，这样的马灯也将融入节假日
活动，为乡村旅游增添一抹文化色彩。

■通讯员 王啸虎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日前，一位江苏客商
来到党湾镇机关相关科室办理手
续，他在该镇某村找到一处闲置
厂房，征得村里同意后，想办一家
金属加工厂。由于消防安全方面
不符合要求，他被拒绝了。

这是自 2017年底党湾镇实
施企业落户“联审制”以来被拒之
门外的第31家企业。这一制度实
施以来，通过层层把关，有效地抵
制了一些“低、小、散”企业入驻，
将有限的要素资源让给一些优质
企业，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高质量
发展。沃达工贸、神宇路桥等项
目正在抓紧建设。

该镇实施的“联审制”，是指
通过多部门同时联合审批，将产
业、场地、环保、安全、消防等前置
预审，为企业后续手续办理提供
便利，加快企业落户经营。

该镇专门制作了《党湾镇项
目准入联审表》，要求企业除了填
报企业名称、土地面积、经营范
围、土地性质等基本信息外，还须
填报工艺工序、产值、能耗、税收
等详细信息。参加联审的部门和
单位除了所在村外，还有镇机关
的村建办、综治办、经发办等，首
先要搞清用地用房是否合法，一
旦发现是违法用地或违法建筑则
予以一票否决。接着检查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方面是

否符合要求，只有全部达到标准
才允许项目落地。

“实施‘联审制’的好处主要
表现在，我们将项目落地的条件
前置后，对一些问题能够做到早
发现、早规避。如果一开始放松
关口，等项目落地并建成投产后，
问题再暴露出来，就会带来管理
上的被动，此时再要求企业整改、
关停，就会使企业造成较大损失，
我们的工作难度也会加大。不如
把工作做在前面，一开始就把好
关口，可以避免一些问题的发
生。通过多部门联审，多头把关，
有利于我们引进好项目、好企业，
进一步提升工业质量。”党湾镇经
发办主任曹卫汉表示。

党湾“联审制” 助推工业质量提升

本 报 讯 日前，新街街道举行
2018年度党员代表大会，全面回顾
2018年的工作，提出新一年的主要目
标和任务。

今年，新街将构筑“13357”工作
格局，即明确“绿城新街，花木小镇”一
个定位，树立“率先、争先、领先”三先
意识，做好“东部做美环境，中部做优
功能，西部做强产业”三篇文章，深化

“数字新街、美丽新街、智慧新街、幸福
新街、清廉新街”五大建设，全面实施

“平台聚能、创新发展、产城融合、环境
提升、社会‘智’理、民生福祉、固本强
基”七大工程，突出重点、攻克难点、打

造亮点、创造高点，奋力打造萧山主城
区靓丽东大门。

具体抓好七项任务，即坚持以平
台聚能为导向，全面释放融合裂变效
能；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引领，全面推
进新旧动能转换；坚持以产城融合为
引擎，全面加快城市化推进步伐；坚
持以环境提升为驱动，全面助力乡村
振兴；坚持以社会“智”理为目标，全
面提升综合管理水平；坚持以民生福
祉为着力点，全面践行共建共享理
念；坚持以固本强基为抓手，全面夯
实从严治党根基。

（龚洁 应长根）

本报讯 昨日，北干街道2018年
度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回顾总结街道
2018年工作，研究部署2019年工作
目标和主要任务，动员街道上下践行
新理念，为全方位打造“产城融合、宜
居宜业”现代化高品质街道而努力。

大会明确了2019年街道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全方推进“产城融
合、宜居宜业”现代化高品质街道，大
力打造“总部商务区、人才集聚区、人
文和美区”，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2019年主要任务，将抓

好“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
提质增效；打造一流宜居环境，推动社
会治理协同高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锻造过硬北干铁军”等三方面工作。

近年来，北干街道不断强化党建
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认真
组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
和“两学一做”等学习教育，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断增强
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建工作实现
了新发展。 (吴瑾熠 张祥荣)

本报讯 日前，蜀山街道拆除了
章潘桥村徐家浜沿线15处违建，共计
1200平方米。这是新一年蜀山街道
纵深推进“无违建”创建的一个缩影。

为了完成该项拆违任务，街道城
管科工作人员利用元旦假日，积极与
村民沟通并腾空房屋，做好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为顺利推进拆违奠定了基
础。后期，街道将做好拆后利用文
章，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实施，助力河

岸环境展新颜。
近段时间，蜀山对照“无违建”创建

任务整改清单，大力推进山水苑、广宁
等社区以及商贸楼高空违建拆除，积极
做好整改工作。据统计，2014年以来，
蜀山坚决按照“拆旧违、控新违、创无
违”要求开展“无违建”创建工作，其中
2018 年度街道累计拆除违建面积
22.85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26.97%。 （张旭 韩佳佳 丁水富）

本报讯 日前，楼塔“细十番”协会
来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开展“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楼塔‘细十番’传
承保护成果现场展示活动”，与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青年教学实践志愿服务团
全体成员和师生代表一起，感受艺术
文化的魅力。

楼塔“细十番”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也
是世代楼塔人民的期望。对此，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在楼塔镇设立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教学实践基地”，与楼塔
镇人民政府签订《关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楼塔“细十番”保护传承

弘扬协议三年计划》，让传统“非遗”文
化走进校园，让院校“科班”教学深入
民间，打造了一支由老中青组成的“细
十番”国遗项目传承人梯队，让传统音
乐走出一条扎实有序的传承、保护、发
展的新路子。

相关负责人表示，楼塔“细十番”
进校园是每年的“规定动作”，依托高
校独特的文化资源，邀请专业老师介
入为楼塔“细十番”的传承提供系统
性的教学，促进了双方的合作交流，
通过共建共享，再出新成绩，再创新
辉煌。

(洪凯 王新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