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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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产品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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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定开型之消费主题精选
天年优享养老目标2030理财计划3号

新发：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C款理财产品
悦盈利之12个月定开型C款理财产品

风险等级
R2
R3
R2
R2
R2

产品代码
2301192021
2301203007
2301192031
2301193015
2301193016

销售期
6月11日-18日
6月12日-18日
6月17日-22日

6月18日-28日

年化业绩比较基准
3.68%-4.18%
4.2%-5.0％

3.70%
3.66%-4.16%
3.75%-4.25%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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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123天)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2301177704

定价（%/年）
4.15%
4.15%
4%

4.01%（10万元起点）

申购募集期

6月16日-17日/6月18日-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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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87605
2301187630
2301177805
2301187602
2301177803

业绩比较基准（%/年）
3.8%
3.77%
3.95%
3.73%
4%

起点金额
5万元
1万元
10万元
5万元
50万元

申购募集期

6月16日-17日/6月18日-22日

6月17日-23日

出租办公楼厂房
钱江二桥出口附近有

全新装修办公用房730m2，
厂房底层880m2、360m2、大
江 东 新 湾 厂 房 1- 2 层
1750m2，价面谈，联系电话：
13575708708孙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
员、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

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6 月 17 日 8∶30-16∶
30停城三A606线文源社区
14#公变低压分路开关：萧
山区城厢街道文源社区及其
周边一带；8∶30-16∶30停
城三A606线文源社区15#
公变低压分路开关：萧山区
城厢街道文源社区及其周边
一带；8∶30-16∶30停城三
A606线文源社区16#公变

低压分路开关：萧山区城厢
街道文源社区及其周边一
带；8∶30-15∶30停水阁开
水阁分线黄岭3分支箱02#
杆大黄岭2#变令克：萧山区
戴村镇横二村5组等一带；9
∶00-16∶00停 90/05#杆横
二村7#变令克：萧山区戴村
镇横二村7组等一带；9∶30-
16∶30停楼英开吴村C234
线 01/02#杆楼英村9#变令
克：萧山区楼塔镇楼英村9
组等一带；8∶30-17∶30停
08/01#杆令克：杭州拓洋磨
料磨具；8∶30-17∶00停74/
01#杆（杭州高军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开关）：杭州高军金
属制品；8∶30-16∶30停科
尔C625线朱家坛村6#变综

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
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道
朱家坛村一带；8∶30-16∶30
停霞飞C224线傅楼村5#变
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
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
道傅楼村一带。

●遗失杭州铭贸经济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原单位名称为杭
州鹏文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各1
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诺恩精密仪器设
备有限公司法人章（杨彬）公
章，声明作废。

房产信息

启 事

便民热线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6月16日

晚潮时间

23:45

00:11

02:30

危险

高潮位
(米)

3.50

3.50

3.8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17日

早潮时间

11:00

11:26

13:45

高潮位
(米)

3.50

3.50

3.80

萧山区市心广场D座D-1011面积约190平方米、
D座D-1022-1面积约44平方米，D座D-102D面积
约196平方米，D座D-1009面积约39平方米，市心广
场D座D-1022四层面积约800平方米，市心南路38
号面积约300平方米，市心南路28号北面积约90平方
米，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办公室等。

联系电话：82623486 13805759663
联系人：孙先生 陶先生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有限公司

招

租

受委托，将于2020年6月24日14:00在杭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向全社
会公开拍卖光伏发电系统及变配电设备（标的已拆除，具体
以成交后移交时的实物现状为准），提供的杭信丰评报字
【2020】第016号评估报告仅供参考，起拍价40.6万元，拍
卖保证金5万元，拍卖保证金请交入（开户名：浙江天丰拍
卖有限公司，账号：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
银行城厢支行）,须在报名截止当日15时之前到账。报名
时间：2020年6月22、23日（9:00-15:30）；报名地点：萧
山区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报名时：法人凭营业执照原
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凭本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同时提交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
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
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标的物现
场展示。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
未尽事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标的看样电话：赵先生 13732217255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杭州市萧山区公共资源交易网：www.xszbjyw.com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招标编号：CQPM-20200604拍卖公告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増价拍卖方式对下述房屋租赁权进

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体育路211号1至2层商铺（原为嘉瑞珠

宝）5年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440.6平方米，起拍价38万元/年，

拍卖保证金5万元，详见杭萧资评报（2019）第18号评估报告。

特别提示：拍卖标的提供的面积仅供参考，具体以成交后移交

时的实际现状为准。标的物经营范围不包括丧葬、网吧、出租房、

烟花爆竹、化工、KTV、酒吧、舞厅、餐饮等涉及扰民和易燃易爆物

品、污染、违法等，且禁止用于危险品的仓储等。标的租赁期为五

年，拍卖成交价为首年租金，自第2年起租金在首年成交价的基础

上每年递增3%，1年一付，先付后用。标的房屋租赁具体条款和

相关事宜以成交后买受人与委托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6月24日16：00；杭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萧山区市心中路1069号行政服务中心科

创中心B楼4楼）404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三、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全社会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年满

18周岁）均可报名参加竞拍。

四、标的物咨询展示：2020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23日接

受咨询、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

五、拍卖保证金交纳：
拍卖保证金请汇入（户名：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保证金须确

保在2020年6月23日下午15时前到达指定账户（保证金不计息）。

六、报名时间、地点：2020年6月22、23日（9:00-11:30、13:00-

15:30）在萧山区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萧山区市心南路133号）。

七、报名手续：报名时：企业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同时提供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上手

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未尽事

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标的看样电话：赵先生 13666617003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杭州市萧山区公共资源交易网：www.xszbjyw.com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招标编号：CQPM-20200606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受杭州萧山地铁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増

价拍卖方式对湘湖公交楼社会停车场5年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萧山区城厢街道金湖艺境城公交首末站2层社会停车场（即

湘湖公交楼社会停车场）所在地块东至风情大道、南至湘西路、西

至经三路、北至彩虹大道，房屋建筑面积约为6612.16平方米（有

停车位个数204个），起拍价62.8万元/年，拍卖保证金10万元，详

见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14-009号评估报告。

特别提示：拍卖标的以实际现状为准，停车场经营期限为5年

（具体以委托方界定为准），拍卖成交价为年租金，租金1年一付，

先付后用。具体条款和相关事宜以成交后买受人与委托方签订的

相关合同为准。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6月24日15:00；杭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萧山区市心中路1069号行政服务中心科

创中心B楼4楼）404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三、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全社会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年满

18周岁）均可报名参加竞拍。

四、标的物咨询展示：2020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23日接

受咨询、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

五、拍卖保证金交纳：
拍卖保证金请汇入（户名：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保证金须确

保在2020年6月23日下午15时前到达指定账户（保证金不计息）。

六、报名时间、地点：2020年6月22、23日（9:00-11:30、13:00-

15:30）在萧山区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萧山区市心南路133号）。

七、报名手续：报名时：企业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同时提供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上手

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未尽事

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杭州市萧山区公共资源交易网：www.xszbjyw.com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社会停车场五年经营权拍卖公告 招标编号：CQPM-20200605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俞秀春

本报讯 日前，总投资5.5亿元的商擎
达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正式签约落户
杭州空港经济区，双方将通过共建跨境工
业互联网平台数据中心，共享物流、贸易、
供应链、仓储等行业大数据。

商擎达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以价值链
为核心驱动引擎，以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
设为基础，加强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应
用，构筑产业链生态圈。该平台打通了跨
境贸易、仓储、海关、第三方物流等全球贸
易供应链，实现数字化、个性化商品定制及
高端材料供应全周期管理，通过国家标识
解析平台及华峰标识解析二级平台实现跨
境贸易全价值链追溯，将跨境工业互联网
平台推广到上下游企业。平台运用新型跨
境电商模式，打造新材料产业生态。

同时，平台依托华峰集团雄厚新材料

产业实力和丰富市场资源，以工业互联网
平台为手段，全面整合国内外供应链、跨境
贸易、进出口关务、海外零售等业务场景，
融合资本链、物流链、数据链三链，打造“订
单—资金—物流”的全链路闭环管理的跨
境电商平台。平台还引进了一支高水平的
互联网项目技术研发团队、平台运营团队、
人才培训团队。

目前，该平台已与西班牙华人超市、
Yipins、美国WISH、亚马逊、环球鞋业、帝
本、金帝集团等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并将依
托商擎达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全面链接
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萧
山本地产业上下游工厂等。通过“工业互
联网+消费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新制造模
式，以品牌、订单、流量等为耦合，着力打通
产销链，实现订单需求与制造能力智能化
的无缝对接，用消费端大数据精准拉动制
造端，服务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商品跨境

贸易发展以及驱动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材料产业生态。

据介绍，浙江商擎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是商擎达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运营
公司。作为华峰集团唯一的跨境工业互联
网生态运营平台，商擎达面向新材料赋能
工厂，以数字化运营为核心，一体化仓配服
务为支点，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直连数字
产品与数字用户。平台通过打造完整的产
业链闭环，构建成熟的跨境电子商务生态
圈，缔造匠心商品，并让全球消费者享受到
真正意义上的品质生活。

预计项目落地后5年内，通过国家标
识解析平台及华峰标识解析二级平台实现
跨境贸易全价值链追溯，商擎达工业互联
网平台标识注册量将达到1500万，跨境工
业互联网平台推广上下游企业家数达100
家，建设期内平台实现5万单/天的订单流
量，平台成交总额达10亿元。

共享物流、贸易、供应链、仓储等行业大数据

商擎达跨境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落户空港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俞劭妍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我区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高技能人才
评价体系，我区日前启动上半年度高
技能人才直接认定申报。

高技能人才直接认定是指对在杭
州市范围内具有绝技绝活，工作业绩
突出、贡献较大，达到高级（三级）或技
师（二级）水平的技能劳动者，经评审
予以相应职业资格的直接认定。

本次仅开展高级工（三级）的直接
认定，申请直接认定为高级工（三级）
职业资格的，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与
本职业（工种）相关的有较大成果（由
企业提供有效证明）的技术改造、工艺

革新、技术攻关等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解决本职业（工种）高难度技术操作和
工艺难题的技能骨干人员；具有相关
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者；世界技能
大赛全省选拔赛前五名获得者。

认定程序包括本人申请、单位推
荐、单位公示、单位申报、专家评审。

具体可开展鉴定的职业（工种）和
所需的申报材料（表格）可登录萧山人
才网（http://xsks.xshr.com/）考培鉴定
板块技能鉴定栏目中进行查看和下
载。

各申报企业请于6月22日前报送
材料电子版，6月29日前报送材料纸
质版（签字、加盖公章、骑缝章）和相关
原件到区考鉴中心。

上半年萧山区高技能人才直接认定开始申报

宁围街道二桥村认真做好省级人口普
查试点工作，组织普查员进村入户开展调
查摸底，为下一步在全区大面积推开人口
普查工作积累经验。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金驰 李国 摄

人口普查试点开始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蔡敏燕

本报讯 近日，浦阳江一处江堤
发生局部塌陷。各抢修保障部门立即
进入抢修状态，全力对塌陷江堤展开
抢修。与此同时，国家电网浙江电力
（萧山）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闻令而
动，率先抵达现场。

“可以从附近的排涝站和路灯
电取电，作为供应临时抢险指挥部
的应急用电。”当天下午 1 点多，国
网杭州市萧山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屠
振刚接到抢险保电的紧急任务。由
于抢修保电直接关系到抢险工作的
后续推进，屠振刚立即驱车赶赴塌
陷现场进行勘探。拥有 15 年电力
工作经验的屠振刚，对于现场的线
路情况异常熟悉，在确认塌陷造成
的电力故障路段后，他在现场迅速
提出了抢修保电方案。

确定方案之后，党员服务队迅速
开展抢修，分为两个小分队同时从排
涝站变压器和供应路灯电的变压器进
行放线取电。近1公里的线路，大伙
肩扛手拉，用一根根长长的电缆重新
打通了该路段的电力供应线。

正值梅雨季节，天气状况阴晴不
定，下午5点多，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
下起了大雨。党员服务队的队员们正
在为路灯临时通电，尽管大雨倾盆，但
大伙都憋足了一股劲，冒着雨继续抢
修。下午6点，临时抢险指挥部的电
灯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亮起。屠振刚
和队员们终于有时间喝上一口水了。

没来得及换上干衣服，队员们又
接到了新的任务——为现场安装应急
灯提供照明。晚上10点多，塌陷现场
的保电工作终于圆满完成。抢险现场
彻夜通明的应急灯照耀着轰鸣的挖掘
机，让抢险任务得以顺利进行。

萧山供电保障防洪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