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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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持有期

定开

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3号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U款
悦盈利之12个月定开型E款

益添利稳健之两年期定开型C款
(多资产FOF)

月月享盈1号增利理财计划

风险等级
R2
R2
R2

R3

R2

销售期
8月5日-11日
8月4日-11日
8月4日-11日

8月5日-11日

8月3日-5日

产品代码
2301202556
2301203481
2301193020

2301203620

2301192014

年化业绩比较基准
3.65%-3.75%
3.65%-4.15%
3.85%-4.35%

4.20%-6.00%

3.55%

起点金额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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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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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5日/
8月6日-10日

产品名称
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87605

2301177805

2301177803

业绩比较基准（%/年）
3.8%
3.95%
4%

起点
5万元

10万元

50万元

申购募集期

8月4日-5日/
8月6日-10日

8月5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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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4日晚潮时间

13:40

13:55

15:30

危险

高潮位(米)

4.60

4.50

4.3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5日早潮时间

00:50

01:04

02:40

高潮位(米)

5.40

5.30

4.95

序号

标项一

标项二

标项三

标项四

标项五

标项名称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碎石采购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粗砂采购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细砂采购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精品砂采购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精品碎石采购

入围单位

1、杭州王村石料有限公司；2、杭州萧山元皓砂石经营部；3、杭州萧山金银劳保用
品经营部；4、杭州萧山安筑建材批发经营部；5、杭州萧山筑成建材批发服务部；
6、杭州携远建材有限公司；7、绩溪县金丰建材有限公司；8、磐安杭振建材有限公
司；9、杭州富阳丰磊石料有限公司；10、东阳市嘉辰制砂有限公司；11、缙云县壶
镇镇鑫腾建筑建材经营部；12、杭州盘石建材有限公司；13、杭州鼎砾建材有限公
司；14、杭州萧洲建材有限公司

1、绩溪县金丰建材有限公司；2、杭州王村石料有限公司 ；3、杭州萧山元皓砂石经
营部；4、杭州萧山金银劳保用品经营部；5、杭州萧山安筑建材批发经营部；6、杭
州萧山筑成建材批发服务部；7、东阳市嘉辰制砂有限公司；8、杭州萧山毛毛建材
商行；9、杭州萧山小凡建材经营部；10、杭州萧山钱氏建材店；11、杭州萧山宏英
建材商行；12、杭州金亚水产养殖有限公司；13、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汪立金航
运队；14、杭州三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15、杭州日兆商贸有限公司

1、杭州春秋建材有限公司；2、杭州名仁钢材有限公司；3、杭州萧山沙龙建材商
行；4、杭州金亚水产养殖有限公司；5、杭州萧山咖里建材商行；6、杭州萧山加里
建材商行；7、杭州萧山毛毛建材商行；8、杭州丽绣建材商行；9、杭州日兆商贸有
限公司；10、杭州萧山小凡建材经营部

1、杭州王村石料有限公司；2、杭州萧山金银劳保用品经营部；3、杭州萧山元皓砂
石经营部
1、杭州盘石建材有限公司；2、杭州王村石料有限公司；3、杭州萧山筑成建材批发
服务部

中标价
（含税单价）

114.3元/吨

122元/吨

102.9元/吨

158.8元/吨

137.8元/吨

投标人如认为采购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在公示发布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

联系方式：

代理公司：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夏先生

联系电话：13305815890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钱潮路636号万邦大楼12楼

采购人：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1-83516889

联系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民祥路与宁一路交叉口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8月4日

中标公示
各投标人：

杭州萧山钱江世纪城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原材料采购项目已于2020年8月3日开评标完毕。根据本项目比选文件的规定，经评标

委员会评定，推荐以下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详见下表：

●遗失杭州萧山戴村石马头
股份经济联合社开给戴村镇
人民政府的1份浙江省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收
据内容是“四边三化”土地流
转款，代码：73101，收据号码
是：1800065349号，收据金
额是29115.00元，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8月5日 8∶45-17∶30
停恒氏A228线02#杆国有资
产开关：新街街道杭州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
杭州市萧山区红垦农场幼儿
园等一带；9∶00-16∶00停
12#杆（杭州卓涛实业令克）：
杭州卓涛实业；8∶30-15∶30
停综合柜低压各分支开关及
母线闸刀：杭州市萧山区调查
镇永富村2组等一带。

招 聘
萧山市场建设开发服务

有限公司诚招国有农贸市场

管理员若干名（男性优先），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35周岁
以下，工资待遇面议，有意者
请到城河街1号原贸易大楼
7楼706室报名，联系人：章
先生，电话：83503027。

清心咨询工作室
对婚姻情感、家庭教育、各种
压力危机有着多年深入研
究，已帮无数求助者走出迷
茫、焦虑、烦闷困境的国家级
专业咨询师及其工作室入驻

萧山。一对一听你倾诉，用
专业客观的理性分析，帮你
疏导、解惑——堵心，找清心。
地址∶万象汇A座写字楼1512室
预约∶1896913539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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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热线
招聘信息

启 事

萧山区闻堰街道三江口村城中村改造及闻堰
街道多层住宅安置工作已开始，现将安置人员名单
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
（www.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

日起7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
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建议署报本人真实姓
名。电话：82373937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7月31日

萧山区闻堰街道三江口村城中村改造安置人员名单及闻堰街道多层住宅安置人员名单公示

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拟在宁围街道建设宁新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耕
文路以东区块），项目南至新华东路，北至利华路，西至
耕文路，东至长山河直路。工程规划许可证总图，根据
面积预测绘结果对规划方案总图进行更正。详细资料
可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宁围街道大厅进行
查询。公示时间自2020年8月4日至2020年8月13
日。如有意见或对公示内容有不明确的，请于公示期

间来电或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心北路99号）508室，邮编311215，或将意见投递
到现场意见箱。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如
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电话：0571-82838879 联系人：孙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13588768120 联系人：周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0年8月3日

建
设
项
目
公
示

一、招标编号：GXS-GYCG-002 。
二、项目名称：杭州萧山供销宁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宁围农贸市场自动人行道采购项目。最高限价：190万元
三、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

第六条规定。（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
制造商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电
梯）B级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维修许可证》
（电梯）B级资质。（4）若代理商投标，还需持制造商对本项目
唯一的制造商授权书；代理商投标的其安装、维保必须由制
造商承担。

四、投标报名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复印件；投标人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
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对本项目唯一的制造商授权
书、制造商特种设备制造资质复印件、制造商特种设备安装
维修资质复印件。

2．投标报名及领取标书时间：2020年8月4日-8月
10日9时至16时30分止（工作时间）。

3．投标报名及领取标书地点：萧山区宁围街道盈丰路
望京商务中心C幢1单元901室

五、联系方式
杭州萧山供销宁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张先生 电话：0571-22827990
浙江华域高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陈先生 电话：13738195695

关于杭州萧山供销宁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宁围农贸市场自动人行道采购项目的招标公告

关于杭州萧山供销宁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空调采购项目的招标公告
一、招标编号：GXS-GYCG-001 。
二、项目名称：杭州萧山供销宁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空

调采购项目。最高限价：33万元
三、资格要求：（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或符合浙财采监【2013】24号《关于规范政府采购
供应商资格设定及资格审查的通知》第六条规定。

（2）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投标报名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
⑴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⑵ 投标人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⑶ 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2．报名及领取标书时间：2020年8月4日-8月10日9时至

16时30分止（工作时间）。
3．报名及领取标书地点：萧山区宁围街道盈丰路望京商务

中心C幢1单元901室
五、项目联系人：杭州萧山供销宁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571-22827990
浙江华域高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姓名：陈先生 电话：1373819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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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记者 童志辉

因脑干出血，25岁的顾泽倒在了萧
绍路上。48岁的母亲顾明珠辗转求医，
100多天的等待后，她欣喜地发现，处于
昏迷状态的儿子听见呼唤有了意识反应，
手指能微微动起来。

看到希望的同时，顾明珠也不得不面
对现实。没有医保，治疗还要继续，医院
已尽可能将费用降到了最低。但是，在已
经欠下3万多元医疗费的情况下，为了照
顾病床上的儿子，顾明珠早已没有收入来
源，连吃饭也成了问题。

母子相依为命

顾泽8岁时，顾明珠结束了婚姻独自
抚养儿子。2004年，她带着孩子离开家
乡江苏省泰州市，来到萧山打工。

“我选的岗位是车床工，这活基本上
是男的在做，女的一般吃不消干。”让顾明
珠欣慰的是，儿子特别懂事，知道妈妈工
作辛苦，生活不易，在他课余时间总是帮
忙干家务，虽然日子紧紧巴巴，但母子连
心也感到温暖满足。

初中毕业后，顾泽不想妈妈再那么辛
苦，同时也想早点减轻家里负担，他停止
了学业转身去学厨师。做了近两年的厨
师，本打算自己开个小饭店，终因人手不
够而放弃。后来他又卖起了蔬菜，每天一
早就赶去蔬菜批发市场进货，风里来雨里
去，从未间断过。

意外不期而至

眼看着日子渐渐有了起色，母子俩平

静而美好的生活，被突然降临的意外无情
击碎——3月24日，一贯身体健康的顾泽
在市心广场附近，突发脑出血昏迷倒地。

“昏迷前，儿子连续给我发了两条微
信语音，说自己快不行了，如果10分钟后
没接到他消息，赶紧打120，并发来了定
位。”回忆当时的情形，顾明珠心如刀割。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顾泽被紧急送到
区一医院进行救治，最终从死亡线上拉了
回来。因为病情实在太过严重，3月29日
转院到浙医一院做了开刀手术。后来在
医生的建议下，4月17日顾明珠又把儿子
转院到了位于宁围街道的杭州脑康康复
医院。

“考虑到患者家里的经济状况，顾泽
入院时只交了2000元住院费，到目前为
止总共交了5.6万元，而他所有的花费已
经显示有8.8万元，已经欠费3.2万元。”脑
康医院康复内科任主任表示，作为一家民
营医院，他们也面临很大压力，把费用降
到了最低，现在每天的收费只有70元。

用爱点燃希望

对于顾家母子的不幸遭遇，任主任及
其医护人员深表同情。“医院本来可以安
排顾明珠当护工，每月也能赚几千元，可

顾泽需要24小时照顾，只能给她介绍些
搬东西的活，赚几十元生活费。”

面对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无医保、
无收入的顾明珠几近绝望。母子情深支
撑着她苦苦坚持，儿子的好转让她看到了
坚持的意义。她也想尽办法积极自救，通
过轻松筹、360大病筹获得爱心人士的帮
助，截至目前共筹集善款2万余元。而这
其中，大部分是医护人员的爱心，如任主
任就发动37位好友进行了捐助。

“真的很感谢医护人员和社会爱心人
士的帮助。”顾明珠说，老父亲年近八旬，
平时省吃俭用，这次把大部分退休金拿
了出来，对此她很愧疚。

如果你想献爱心，请致电本报新闻热
线82654321，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此事，欢
迎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帮这对母子摆
脱困境。

儿子脑干出血倒地昏迷 母亲日夜守护迎来转机

欠3万元医疗费又没收入 这对母子亟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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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应长根

本报讯 近日，杭州萧山乐意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组织理发师、摄影师和志
愿者走进新街街道元沙村，为元沙、双
圩、新塘头、沿江、陈家园、芝兰等村的
40位退伍老兵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在现场，乐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首
先为老人们理发，然后进行整装，拍
照。新塘头村退伍老兵徐仁先说：“今
天乐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的这项
服务活动，让我回想起20岁那年当兵
的情形，感谢你们的关心。”

沿江村的高宜钊老人，本来活动当
天上午要去收购苗木，但为了重新穿一
回军装，他选择放弃生意，和村里5名
退伍老兵留下了精气神十足的照片。

乐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告
诉记者，高温天来临，老人们生活状况
如何大家都很关心，考虑到新街街道退
伍老兵人数较多，因此开展了此次服务
活动。该负责人说：“除了送去物质上
的关爱，我们还特意送上精神‘礼物’，
给老兵们理发、刮胡子，然后拍摄个人
和集体照留念，让他们在缅怀光辉岁月
的同时，感受老年生活的幸福。”

文/摄 首席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这两天，在瓜沥镇汇德隆
超市对面的广场上，“一碗绿豆汤”公益
凉茶铺如约开张。带来这份清凉的是
在当地小有名气，以热心公益、助人为
乐而闻名的“沈大妈帮帮团”。

“与去年刚开始时的‘小打小闹’不
同，今年当我们决定继续这份‘清凉’
时，得到了瓜沥镇团委的大力支持，落
实了新场地也让公益凉茶铺的品种更
丰富了。”活动发起人沈卫利（公益名

“沈大妈”）说。
前天南瓜烧绿豆，昨天绿豆百合红

枣汤、生姜茶……他们为酷暑下的户外
劳动者送去了清凉。环卫工人王大姐
负责附近路段的清扫工作，志愿者热情
地邀她歇一歇，并递上一碗生姜茶。

从8月1日开始，每天上午8点到
10点半，“沈大妈帮帮团”都很忙碌，除
了定点设立凉茶摊外，志愿者们还将凉
茶和绿豆汤送到附近干活的路政师傅
们手中，向他们道一声“辛苦”。

送去清凉的背后，是志愿者们早起
的忙碌。凌晨2点，志愿者廖桂英就开
始为熬制绿豆汤准备。“绿豆、百合、红
枣啊这些食材都是新鲜采购来的，提前
一晚浸泡绿豆，第二天一早起来煮。”廖

桂英说。沈卫利则负责烧煮生姜茶，清
晨5点就生起煤炉烧开水，一壶又一
壶，直到装满一个白色的凉茶桶，桶内
放置了生姜片。

要想把好事做好，从事公益活动多
年的沈卫利深知“众人拾柴火焰高”这
一道理。为了将这一爱心活动坚持下
来，志愿者们每天在群里接龙，大家克
服高温完成爱心接力。让人感动的是，
在家长的带动下，很多放暑假的小朋友
也跑来帮忙。

“喝的是一杯凉茶，品的是一份情
谊。”不少去年喝过凉茶的市民，今年又
收到了志愿者们递上的清凉。这一次，
在凉茶铺的边上，还特意设置了量血压
仪，放置了垃圾分类和交通安全的资
料，方便百姓的同时又传递了知识。

“沈大妈帮帮团”再次支起免费凉茶摊

我为老兵拍张照 敬老服务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