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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英通讯员罗岚

11月27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移动）与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传
化集团）在北京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传化集团董事长徐
冠巨出席签约仪式并见签。中国移动副
总经理赵大春、传化集团总裁金伟代表双
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本着“互惠互利、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将在5G+智慧物
流、5G+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5G+智联
科技城、5G+智慧农业以及通信和数据业
务等五大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
加强双方在资源、技术及市场的优势互
补，通过5G+行业应用，构建运营商与物
流、制造、化工、园区、农业等行业协同发
展新生态，拓展数字经济增长点，实现发

展共赢。
据悉，传化集团从制造业起步，历经

33年的快速发展，在化工、物流、农业、科
技城、投资等多个领域进行探索和实践，
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
的模式创新。中国移动作为全球规模最
大网络运营商之一，正在着力转型升级、
改革创新，深入实施5G+计划，发挥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作用。2019年将在全国50个以上城市
提供5G商用服务，建设超过5万个5G基
站，预计到2020年将在全国340个城市
全面进行5G商用，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
5G网络。

签约仪式期间，浙江传化化学集团
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
公司签署了 5G 智能化工专项合作协
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智能制造、
化工领域5G数据采集、边缘计算、室内

高精度定位、AR工业辅助、工业视觉识
别等进行专项合作，实现5G+化工园区
智能化。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郑杰表示，
一直以来，中国移动与传化集团在浙江就
基础通信业务、5G项目等领域保持良好合
作。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将进一步发挥
双方独特优势，共同探索5G业务领域发
展机遇，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构建新生
态，拓展能源互联网经济增长点，实现发
展共赢。

据悉，此前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与中兴
通讯、浙江中控、传化集团下属新安化工
携手打造5G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取得重大
突破，使得工业数据采集终端摆脱传统有
线的部署方式，依托5G网络进行高效安
全的数据传输及控制。在此基础上，双方
目前正在不断拓展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
景，助力工业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国移动与传化集团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

产品名称

和谐康顺护理险
（万能型）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期限

6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测算年化单利最高
5.01%/年

保额按3.5%复利
递增

起点
金额

1万元

1万元

汇添富
价值精
选

华安智
能生活

（519069），成立10年多，累计收益近500%

（006879），明星基金经理胡宜斌管理，聚焦5G产业
链，寻找核心科技技术优质公司，2019年4月份成

立至9月中旬，收益已经接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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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g-10kg优惠1元/克；10kg-20kg优惠2

元/克；20kg优惠3元/克

推荐贵金属产品

产品名称

乐赢稳健和信定开2号

乐赢稳健和信系列
乐赢稳健周期91天A
（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中证500挂钩1937
（每日观察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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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2000
美元
5000
美元

产品期限
封闭期2
年之后每
半年开放
3个月

91天

182天

最短1天

92天/
365天

6个月

业绩基准/
预期年化

4.6%

3.95%

4.35%

2.5%-
10.5%

敲出4.7%

7日年化
3%-3.2%

2.30%/
2.70%

2.58%

备注

参与乐享券活动

参与乐享券活动
每周一10点
10亿元额度

观察期内有一天指
数较期初涨幅超

10%到期收益4.7%
交易日内赎回无限
额，每天快速赎回

额度50万元

新资金
有尝鲜红包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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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江支行：83815270、83696256、83815271、82168383
江南支行：83686713、83815932、82636889 三江社区支行：8386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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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萧山分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萧棉路168号天润中心1号楼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杭州钱塘新区支行（周一至周日）钱塘新区义隆路203号（大江东医院斜对面） 82921285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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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czbank.com

浙商银行新推理财产品
永乐理财：180天型4.40%

理财子单元简称
一、永乐1号大众客户理财

永乐1号180天型

永乐1号365天型

二、永乐2号高净值客户理财
永乐2号180天型

永乐2号365天型

三、永乐5号私行客户理财
永乐5号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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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者可
享受8.5折优惠！详细情况请电话咨询！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1249
AD2541
AD2542

BC1140
BD2491
BD2492

DC3240
DD2264
DD2265

业绩比较基准

4.36%

4.24%

4.40%

4.30%

4.47%

4.36%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高净值款，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款，5万元起，上限

5000万元

新客户专属款，100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100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11月28日-12月3日
11月28日-12月1日
12月2日-12月4日

11月28日-12月4日
11月28日-12月1日
12月2日-12月4日

11月28日-12月4日
11月28日-12月1日
12月2日-12月4日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靖江“便民服务跑腿团”村民办事干部跑腿

宁围235位市民献血超过6万毫升

所前小网格服务大民生

新街：养老不出社区 乐享贴心服务

美丽萧山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日前，家住靖江街道义南村、
72岁的陈大妈，没出家门就完成了老年公
交卡的年检，心里十分欣喜：“村里的工作
人员上门收取老年公交卡，第二天就把年
检过的公交卡给我拿过来了，没想到这么
快。”

为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7月，
靖江街道正式成立“便民服务跑腿团”。

“跑腿服务团”由各村社干部和工作人员

组成，实行“四个代办”:固定代办、网上代
办、掌上代办、上门代办。

“群众办事有困难，我们跑腿，大事小
事，找‘便民服务跑腿团’就行。”街道相关负
责人何仲南说，像潘大妈这样70岁以上的
老年人，一些可以代办的业务，“便民服务跑
腿团”会主动上门收件，进行代办服务。

据介绍，靖江街道公共服务中心是全
区“就近办”首批落地的六个镇街之一，也
在全区率先成立了“便民服务跑腿团”，明
确跑腿事项、服务形式、服务职责，通过成
立组织、列入考核，有效落实相关代办工
作，尽最大努力方便群众。特别是针对一
些残疾人、老年人需要办理的业务，跑腿
团成员就会主动上门代办。

“以前办事，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跑到

街道或区里找相关部门办理，有时还会因
为材料不齐全等，来回跑很多趟。”家住黎
明社区的周大伯说，前不久，他的市民卡
丢失了，“跑腿团”上门整理材料，并带他
到街道公共服务中心拍照、录入、打印，10
分钟就成功补办了一张，方便又快捷。

周大伯说，自从村里有了“便民服务
跑腿团”，大家再也不用为办事而到处奔
波了，让人感到方便又贴心，这是村里老
人们共同的心声。

何仲南说，目前，靖江街道公共服务
中心下沉区级事项108项、街道事项36
项。硬件上，设施设备规范到位，自助服
务机实现村村覆盖。软件上，通过成立

“便民服务跑腿团”，真正打通了为百姓办
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

本报讯 日前，杭州萧山乐意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被杭州市民政局评定为5A等
级社会服务组织，不仅是对新街街道居家
养老服务的肯定，更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愿望成为现实。

子女在外工作，如何照料在家的老人
成为一个难题。新街街道针对农村地区
收入水平不高、居住分散、服务覆盖难的
情况，主要通过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保障
农村低收入、经济困难老年人等享受居家
养老服务，圆了老人们“离家不离村、离亲
不离情”的养老梦。

乐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在新街街
道江南村村委会边上，是街道负责居家养
老的主要机构。初冬的午后，阳光暖暖
的，走进养老服务中心，阅览室、谈心室、
理发室、健身房、健康管理室等一应俱全，

不少老人正在阅览室喝茶、看报、玩棋牌。
“在这里感觉怎么样？”“好的呀，大家

对我们很好，每天都有医生来给我们量血
压的。”老人们简单的话语包含了满满的
肯定。原来，服务中心有全托照护以及基
础医疗服务，每天上午有一名社区医生驻
点，为老人进行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基础
健康检测，下午有社区医生定点来巡查。

沿江村92岁的朱爷爷，今年年初突发
头晕摔了一跤，之后便卧床不起。因家人
不在身边，无法时刻照顾，护理人员就给
朱爷爷定制了康复治疗护理方案，每天记
录他的恢复状况，这几天老人已经能下床
走动了，让他很高兴。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中心
兼具日间照料与全托服务功能，延伸提供
居家上门服务，把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打造
成“家门口的养老院”。服务中心还借鉴
日本养老服务中的“介护”模式，不仅停留

在看护好老人，还包括照顾日常生活、医
学护理及身体保健。这种养老服务，支
持、帮助老人在养老生活中保持自立，帮
助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恢复自立。

盛乐村的戚大伯，今年70多岁了，自
己和老伴身体都不太好，居家养老中心每
天派出工作人员驻点服务，为他检测身
体、打扫卫生、送一日三餐。戚大伯说：

“多亏养老服务中心的贴心照顾，让我们
能安享晚年。”今年89岁的孙奶奶是一位
独居老人，此前去外地的养老机构住过几
个月，因为不习惯陌生的环境又回到家
里，如今享受起居家养老服务。“还是社区
好，都是熟人，每天都有人陪我。”孙奶奶
笑呵呵地说。

据了解，乐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目前
为街道几百位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每天定
时送餐100多份，老人不出村就能享受优
质的养老服务。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曲特

红山农场同舟社区有一群志愿者，每
天穿梭在居民区宣传垃圾分类，在分类垃
圾桶前查看分类情况或是指导居民正确
分拣。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是社
区垃圾分类的引领者。

年过八旬的社区居民徐明来便是这
群志愿者中的一员。他积极学习垃圾分
类知识，协助社区进行垃圾分类发桶宣
传，认真指导居民进行分类。“有时间我就
去社区垃圾分类亭，可以多帮助居民正确

分类。”身为社区垃圾分类义务巡逻员的
徐明来非常尽责，晚上睡觉之前，他都要
出去转一转，担心有居民乱投垃圾。在居
民眼中，徐大伯还是一位优秀的垃圾分类
宣传员，影响和带动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

像徐明来这样默默奉献的热心志愿
者，社区还有不少。社区党员高雅利每天
都会来到联建房垃圾分类亭，仔细检查居
民投放的垃圾是否符合分类要求，对分类
不彻底的垃圾再进行二次分拣，指导居民
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并对不文明倒垃圾现

象及时劝阻。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在社区志

愿者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社区垃圾分类
参与率和准确率均有大幅度提升。

“没有垃圾分类宣传员、监督员的辛
勤付出，我们社区垃圾分类工作不能顺利
开展，由衷地感谢他们。”同舟社区党支部
书记俞亚玲为这些志愿者点赞。

同舟社区：有一群志愿者引领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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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郭露艳

本报讯 27日上午，宁围街道在
宁围成校开展2019年度无偿献血活
动。

虽然天气阴冷，还下着小雨，但没
有阻挡献血志愿者的热情。在区献血
办医护工作者和街道工作人员共同组
织下，大家依次填表、量血压、核对信
息、抽血……一系列流程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不一会，一管管血液标本就
被排列得整整齐齐，一袋袋血液袋被
叠放得满满当当。

利一村党委书记陈加明有20年

献血经历，今年献血征集通知一出
来，他就报了名。“我坚持每年献血，
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
人，这也是我应该做的。”陈加明
说。而周裕和傅红燕是来自合丰村
的一对夫妻，两人从2003年献血至
今。“我们两个每年都会献血的，能
帮助他人，回馈社会，这是一件有意
义的事。”两人拿着光荣的献血证笑
着说。

据了解，宁围街道无偿献血活动
已连续开展多年，献血志愿者队伍不
断壮大。当天，有235人成功献血共
计63760毫升。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袁园

本报讯 今年以来，所前镇积极围
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要求，不断探索
创新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工作方式方
法，以网格主题排查、专项排查工作为
抓手，切实解决好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大事、小事、困难事，使小网格服务大
民生。

“萧绍农庄前03复线涵洞口指示
牌有些松动，担心掉落。”联谊村第一
网格的网格员朱海良发现这一问题
后，立刻上报到“四个平台”，没过多久
就有维修人员进行加固。在所前，像
这样的“小事”时有发生，路边的反光
镜坏了、村里的井盖丢失了，以往上

报、找人需要很久才能修好，如今依托
网格管理，都能得到尽快解决，最迟不
会超过五天。

为了让网格化管理更精细，所前
每月分主题开展网格专项排查，针对
村民反映较多的问题开展排查，如河
道保洁及垃圾分类排查、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做到
月月有主题，真正解决好群众身边
事。截至目前，所前已开展各类主题、
专项排查活动8次，共排查各类问题
隐患2149处，其中三四级事件（即由
村一级以及网格员自行处置的）1937
处，一二级事件（即经指挥室流转至相
关职能部门处置的）212处，并已全部
整改和处置到位。

南丰村筑起“平安墙” 防护成果人人享

■记者 刘殿君 实习生 张丹

本报讯 近日，当你路过南阳街道
南丰村主要村道时，会发现一幅幅各
具特色的平安画卷在墙面上舒展开
来，诠释了平安宣传正能量。

近年来，由于拆迁区块面积大，
管理跟不上，南丰村偷盗以及垃圾焚
烧现象突出，工业垃圾无序堆放，社
会影响面广，群众呼声颇高。从今年
6月起，南丰村狠抓平安建设工作，精
心设计了3000米长的消防平安宣传

墙。同时，多措并举，更换了全村交
通道路设施，免费为村民购置头盔，
为微型消防站增添消除泵，组织房东
进行消防培训，约谈在建工地负责
人，并对村民进行安全教育，切实提
高百姓群众的平安“三率”，增强了村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下一步，南丰村将持续强化“平
安消防”宣传，大力营造“人人参与平
安、人人共享平安”的浓厚氛围，为百
姓的安居乐业筑起坚实的“平安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