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受理地址

项目名称

广泽小区蓝领公寓

临浦三弘羽绒宿舍蓝领公
寓

琥珀酒店蓝领公寓

宁都花园蓝领公寓

项目地址

新塘街道育才路王有史村

临塘线与103省道交叉口
西北角原三弘集团

通惠中路73号琥珀酒店
3-7层

奥迪利华路与新宁路交叉
口

运营单位
三阳房地产投资管

理公司

萧山城区建设公司

萧山区交投集团

受理地址

南秀路8号

萧山水务大厦
c1821

萧山水务大厦
c1821

通惠南路227号

咨询电话
陈婷0571-
83897659
徐吉忆

15857192412
沈伊君

19906717082
宣雨栋

18758126877

萧山区关于开展蓝领公寓日常申请受理的通告
为进一步做好萧山区蓝领公

寓（临时租赁房）租赁管理工作，根
据《萧山区蓝领公寓（临时租赁住
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萧城乡办
〔2018〕30号）和《关于蓝领公寓运
营相关事宜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
（萧住建纪要〔2020〕9号）文件精
神，结合我区前期申请受理实际情
况，现将我区开展蓝领公寓日常申
请受理事项通告如下：

一、受理对象
（一）单位要求
为推动萧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所有企业单位。单位要求必须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公司营业注册
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经营场所均在
萧山区范围内。

（二）入住人员要求
在承租单位工作且相对收入

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由用人单位
统一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取得租
赁资格后，申请人申请入住蓝领公
寓，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为

非杭州市区（杭州市区是指不含富
阳、临安，下同）户籍；

（2）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
有劳动合同；

（3）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
杭州市区无房（含直管公房）；

（4）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未
同时申请市、区两级公共租赁房及
其他区蓝领公寓；

入住申请人的家庭成员仅包
括配偶和未成年人子女。

二、受理时间
在蓝领公寓房源充足的情况

下，我区蓝领公寓申请实现日常受
理，按照每两个月为一批受理、配
租周期（即1、3、5、7、9、11月为受
理月，2、4、6、8、10、12为配租月）
进行，受理月15号（含）为该批次
受理截止时间（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申请单位及入住人员申
请资料齐全，上报后经审核无异议
的，原则上于受理次月安排房源配
租，超过受理月15号到下一个受
理月15号（含）间（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提出申请的归为下一
批次。申请单位及申请人员资料
不齐的，将予以退回补件，在本批
次受理周期结束前尚未完成补件
的，将取消本批次申请资格。蓝领
公寓可配房源配租完毕后，申请、
配租将暂停，已申请人员进入轮
候，轮候期为一年。意向承租单位
可在上述时间段的工作日：8：30-
11：00，14：00-16：30提交相关报
名材料，向相应运营单位申请办理
报名手续。

三、房源情况及租金缴交标准
根据蓝领公寓房源筹集变动

情况，申请人可在受理周期内向相
应运营单位了解项目地段、设施、
朝向等情况，房源租金标准按照低
于同地段市场租金评估后核定，租
金含物业、公共能耗费，具体按照
承租合同核定租金缴交。除租金
外，水、电等其他费用租户自行承
担，单位需缴纳1200元/间的保证
金。

五、受理流程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按以

下程序申报蓝领公寓：
1. 受理。第（1）步：符合申

请蓝领公寓条件的企业向运营
单位提交报名申请材料，同时
调查摸底租赁需求后填写租赁
房源申请入住人员信息汇总
表。第（2）步：运营单位通知取
得租赁资格的用人单位，按照
要求受理本单位符合入住条件
的外来务工人员的申请，用人
单位对申请材料的规范性、完
整性、准确性进行核对校验审
核。

2. 申请。取得租赁资格的
用人单位，汇总本单位蓝领公
寓入住申请人员信息、租赁需
求后，向运营单位提交申请相
关材料，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
性、可靠性负责。

3. 审核。运营单位对取得
租赁资格的用人单位提交的申
请相关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
格后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区住房
保障中心进行复审。

六、单位报名材料
1. 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加盖公章
3. 授权委托书（委托非法

人报名）、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加盖公章

4. 企业对申请人资格符合
情况承诺书加盖公章

5.《萧山区蓝领公寓申请入
住人员信息汇总表》加盖公章

七、申请入住的人员需提
交的材料

1.《萧山区蓝领公寓（临时
租赁房）申请表》

2. 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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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银行产品广告最新发布 本版所有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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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燕红

近日，杭州陆续推出消费券促进消
费。而各大银行在推动消费上也是不遗
余力，纷纷推出多项信用卡活动：消费返
现金、代金券、第三平台绑卡消费返现
……各种方式助推市民消费。

同时，还有部分银行推出信用卡分期
手续费优惠活动，甚至直接免息，减轻市
民消费负担。

信用卡满减活动促消费

随着人们回到工作岗位，日常消费逐
渐恢复正常。各家银行也推出了各种优
惠活动，助力市民复工消费。

“前几天收到一位朋友发的优惠卡信
息，忍不住办了一张，真是诱惑我花钱。”
萧山的周女士笑着说，近期的优惠卡活动

还蛮多。
从各家银行发布的信息来看，近期

信用卡满减活动多。比如中国工商银行
萧山分行推出了爱购周末活动，即日起
至5月17日，每周六、日及五一假期，用
户在指定门店通过微信扫活动专用二维
码可领指定面值微信消费券，在该门店
消费时，使用微信绑定工行信用卡支付
可享满减优惠，比如在江南大院人民路
店满100元减30元，宝莲灯萧山宝龙店
满50元减 20元，萧鲜生南阳店满30元
减15元等。

从1月1日至6月30日，农行62开头
银联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准贷记卡、商务
卡除外）可通过农业银行信用卡微信小程
序领取美食节刷卡金券，持券客户在活动
商户，通过指定支付方式单笔实际支付满
100元，当天即可获得随机最高50元返
现。还有“暖到家”外卖平台最高返现

50%、老娘舅代金券活动等。
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推出了信用卡

持卡人消费满额，可享多重优惠活动。即
日起至9月30日，上月1日至25日消费满
399元，次月可享叶氏果业（萧山3家门
店）“满50元减25元”，同时还有机会享银
隆大渔铁板烧、万象汇元港“满100元减
50元”美食活动等。

江苏银行信用卡推出了即日起至5月
7日(每周二、每周四)，星巴克满70元随机
立减15元活动；即日起至4月30日每周
六、日，在麦当劳活动门店，享受满20元随
机立减 5元活动。另外，还有衣之家满
200元立减80元、来伊份满50元减10元
等活动。广发银行信用卡持有人每周五
在其App可抢购，海底捞100元购200元
代金券、肯德基精选套餐5折、必胜克周五
爆款披萨5折等。

除此之外，各大银行也进一步加强了

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推出了满减、首次
绑立减等优惠活动。比如农行信用卡主
附卡持卡人（准贷记卡、商务卡除外）从3
月7日至5月31日每周二、周六10点，在
苏宁易购App、PC端、WAP端通过“苏宁
支付”购买实物类商品可享单笔满300元
减15元、单笔满500元减 30元、单笔满
800元减50元优惠，持卡人每月最多可享
1次，先到先得。4月1日至30日，萧山农
商银行丰收信用卡持卡人首次绑定微信
支付，可获得10元立减金。同时，多家银
行还在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平台上推出
了满减活动。

信用卡分期费率“打骨折”

除了推出多项信用卡优惠活动，不少
银行近期还在信用卡分期业务上想办法

“打折促销”。

比如，工行推出了二季度幸福分期卡e
分期限时优惠活动，最低年手续费率3%，
提前还款免收违约金。“费率按3%算的话，
如果1万元1年分期，手续费共300元，每
月为25元。”据工行萧山分行工作人员介
绍。

其实，不少银行的分期费率近期都在
“打折”。比如，浦发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
号发布信息称，4月1日—6月30日，客户
分期手续满足一定条件可享8.8折优惠、
58元分期手续费立减活动。广发银行信
用卡账单分期最低费率为0.41%。甚至有
一些银行跟电商平台合作，推出了信用卡
分期免息的优惠，比如江苏银行从4月1
日至6月30日，针对苏宁易购24期免息
分期。

温馨提醒：以上优惠信息仅供参考，
若有调整，以各银行实际公布信息为准。

收益越来越低 如何理财锁定收益

杭州市萧山区支行 特约

咨询电话：82629232
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1038号
网址：http://www.psbc.com

多家银行推“花式”优惠助消费

萧山分行 特约
萧山分行营业部：82665036

江南支行：83696913

江东支行：82555768

网址：WWW.ICBC.COM.CN

近日，邮储银行萧山区支行推出了
信用卡持卡人消费满额，可享多重优惠
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一、水果满减

即日起至今年9月 30日，上月 1
日至25日消费满399元，次月可享叶
氏果业（萧山3家门店）“满50元减25
元”，每卡每月可享2次，单日单卡限享
1次。

二、悦享美食

即日起至今年9月30日，上月1日
至25日消费满399元，次月可享银隆
大渔铁板烧、万象汇元港“满100元减
50元”美食活动。每卡每月可享2次，
可同一天使用。

更有1元洗车、世纪联华五折、加
油最高享8折等多重优惠。活动详细
规则详询0571-82810676。

一、招聘岗位：
（一）专业英才计划。主要是招聘到

分支行本部从事银行业务工作的人员，培
养目标是行内各专业从业人员、管理人员
或各级经营机构管理人员，入行后一般安
排至分支行本部工作。

（二）科技精英计划。主要是招聘到分
行金融科技部工作的人员，培养方向是产
品研发、用户研究、产品设计类专业人才。

（三）客户经理岗位。主要是零售与
对公金融营销岗位引进的人才。新员工
录用后原则上先安排至基层营业网点进
行一定期限的培养锻炼，之后根据个人工
作表现及工作需要等，聘入相应岗位工

作。
（四）客服经理岗位。实行定向招录，

主要在营业网点从事柜面业务处理、厅堂
服务、识别推介营销、智能业务核验等综
合服务，新员工录用后需在该岗位工作不
少于5年。对以全日制大专学历招录至特
定支行的新员工，需在所录用支行的客服
经理岗位工作不少于5年。

二、招聘流程
网上报名时间为2020年3月27日—

4月18日，具体截止时间视疫情影响情况
另行通知。请应聘者尽早登录工行人才
招聘官方网站（job.icbc.com.cn）并注册用
户，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完成职位申请。

三、咨询电话
瞿经理：82175183
楼经理：83686271

工行萧山分行2020年春季校园招聘启动

■通讯员 王晓岚

理财收益越来越低了，应该是大家目
前普遍的感受。那么如何锁定降息通道
下的收益呢？

笔者认为大额存单是一个不错选
择。如果想要锁定期限更长的话，还可考
虑年金保险。

今天笔者就来聊一下年金保险。
在利率下降的趋势下，笔者认为，年

金保险可以锁定利率，同时还可帮你进行
中短期或中长期存钱。年金保险的第一
个黄金价值就是强制储蓄，可帮年轻人建
立良好的存钱计划。

另外年金险还可以规划好孩子的教
育和养老。有孩子的你未来就一定会有
小孩教育的责任，子女教育是一个刚性开
支，没有时间弹性和费用弹性。如果是用
年金险的方式来安排，可做到给子女钱，
还可防止他们无度挥霍，保单里每年领多
少钱，什么时候领，可提前规划。

再一个我们自己未来的养老——未
富先老，已成事实。如果要想保证较高质
量的退休生活，需要及时规划养老保险。

不过说到年金保险，我们更多考虑的
是它的功能性，而不是收益率。在人均寿
命越来越长的今天，给自己未来一份保
障。

目前中行还有按月付息款大额存单，
对每月需要现金流的客户很合适。更多
信息可详询中行萧山分行网点。

陶波 82891059
娄利剑 83812310
莫利君 82571210
蔡晶 83686849
张媛媛 82891622
俞方 82623439
顾少峰 82828320
曹莹 83899520
朱颖 82897319

陈佳轲 83893179
胡萍赞 83899961
郭立汉 82626910
梁燕 82965451
任立航 83696631
陈丽曼 82333705
陈福兴 83869197
陈贝贝 83899591

邮储银行信用卡特惠活动来了
应届毕业生机会来了

农行萧山分行近日推出了房抵e
贷，年利率最低可至3.8%。

农行房抵e贷特点

1.申请易，掌银申请享快速通道
2.额度较高，最高单笔可1000万元
3.利率较低，年利率最低可至3.8%

4.零费用，免评估费，免抵押费

如何来办理房抵e贷

农行掌银“贷款”，进入“我要贷
款”，按系统提示输入个人及房产信息
等，在线押品评估，专属客户经理将与
您电话联系。

农行房抵e贷

年利率最低可至3.8%

水果满减 悦享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