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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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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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代码

2301202556

2301213006
2301213009
2301213010
2301203481
2301213704
2301213706
2301203636
2301203665

产品名称

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3号理财产品

悦盈利专享2106期
悦盈利专享2109期（季季分红）
悦盈利专享2110期（按年分红）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U款
益升利多元均衡一年期定开I款（新春特供）

益添利平衡之多资产1号（新春特供）
益添利稳健之一年最短持有期

益添利灵动之六个月最短持有期B款

产品形态

91天/募集型固定持有期

2年/封闭式
4年/封闭式
3年/封闭式
6个月/定开
12个月/定开

540天固定持有期
一年/最短持有期

六个月/最短持有期

募集期/开放期
2月5日－9日/
2月10日－18日
2月9日-23日
2月9日-23日
2月9日-23日
2月4日-18日
2月8日-18日
2月9日-22日

每日
每日

业绩比较基准

3.45%－3.55%

5.00%
5.50%
5.10%

3.45%-4.00%
4.50%
5.50%

3.0%-8.0%
3.5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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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惠久久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2301177704
2301177805
2301177803
2301177707

定价（%/年）
4.05%
4.05%
4%

3.96%
3.8%
4%
4%

申购募集期

2月10日-18日

2月7日-19日

2月10日-18日

2021年1月份，全区食品安全监管主要职能部门从餐饮具环节抽取样品13个批次进行定量检测，具体

抽样检测情况如下：

一、样品分类及合格率情况：
抽检样品分1个类别13批次，不合格0批次，总合格率100%。样品分类及合格率详见下表：

二、检测检验机构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绿城农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

公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华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分析及评价
1、2021年1月份抽样的餐饮具经检测全部合格，总体情况良好。

2021年1月萧山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检测情况通报

样品类别

餐饮具

合计

抽检批次

13

13

不合格批次

0

0

合格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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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9日晚潮时间
15∶50
16∶06
17∶51
危险

高潮位(米)
4.65
4.60
4.3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2月10日 早潮时间
03∶35
03∶51
05∶35

高潮位(米)
4.55
4.48
4.15

美丽萧山

城厢街道与28家联盟单位签订11个“红色合伙人”党建项目

所前走访慰问留萧过年职工

靖江票决出2021年六大民生实事项目

蜀山服务企业常态化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北干街道中誉新
城社区为留萧过年的外地保
安、环卫工人等发放“暖心大
礼包”，大礼包包括一封家
书、照片、精品围巾、日历、红
包等，通过快递寄回老家。

特约通讯员 张祥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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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社区“一格十员”筑牢安全网

戴村检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安全

“厢心力”党建联盟 真给力

“暖心大礼包”
寄回老家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闻王裔

这两天，城厢街道万寿桥社区湘湖
路17—2号的居民们正喜滋滋地迎接
春节。经过几个月的老旧小区改造后，
居民楼北侧的破损路面铺上了柏油，新
划的停车位整齐统一，雨污分流管道铺
设完毕，大家心心念念的燃气管道也已
铺进了居民楼。70多岁的居民汤大伯
高兴地说：“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眼看
着这些房子一点点变旧，设施一点点老
化。现在经政府这么一改造，居住环境
大大改善，我们住着更舒心更便利了。”

这是城厢街道“红色合伙人”党建项
目之一的“美厢生活”项目，由街道与区
住建局共同开展。去年9月，该项目率先
在育才东苑社区和万寿桥社区进行老旧
小区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推进老旧小区
有机更新。此次改造共涉及老旧小区47
幢，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惠及住户
810户。改造内容包括道路修缮、消防设

施更换、停车扩容、拆违清理、外立面和
公共部位整修、公共设施升级、管道改
造、智能安防建设等。

居民不同意改造怎么办？施工现
场与改造方案有出入怎么解决？居民
提出不同改造意见怎么办？对改造过
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党建联盟发挥积
极作用，街道和住建局及时进行协调解
决，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城厢街道地处萧山区中心城区，辖
区面积 22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 24
万。随着城市的扩张，人员的外移，街
道呈现出老年人口多、老旧小区多、个
体商业多、政府机构多的地域特点。随
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理难题日
趋复杂，面临的各种挑战日益增多。

为适应新形势新常态，不断深化区
域化党建的时代内涵，积极打造党建共
同体，提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能
力水平，去年7月13日，城厢街道成立

“厢心力”党建联盟，与首批28家联盟单
位签订了11个“红色合伙人”党建项目。

为解决辖区老年人就餐的“厢气厨
房”项目，由街道与区民政局共同推
进。街道投资250万元建设了燕子河、

百尺溇两家助老餐厅。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老人，提供7至8折的优惠。为保障运
营商的助餐品质，街道结合老人满意
度、服务质量、价格、助餐人数等指标，
建立了一整套奖惩并举考核机制，同时
鼓励运营商向社会人士开放，激发运营
活力，保障餐厅可持续运营。截至目
前，两家餐厅已开展为老助餐 47701
次，日均服务老人270人以上，受到周边
老人的欢迎，有居民还给餐厅送去了锦
旗和表扬信。

街道通过实施“红色合伙人”党建
项目，打通了公交、城管、医疗、教育等
民生领域资源，实现联盟单位“数据共
享、资源共用”，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
不断上升。

街道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厢心力”党
建联盟，引导联盟单位走出机关，融入“大
家庭”，实现党建工作联做、区域资源联
享、服务问题联
解，形成组织共
融、资源共享、
服务共促、治理
共抓的城市基
层治理新格局。

■通讯员 沈镇 任舒婷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日前，戴村镇组织镇综合信
息指挥室、公共服务办及市场监管所等多
个部门，开展春节前疫情防控安全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针对集镇农贸市场及
周围店铺、银行、药店等公共服务场所，重
点检查场所出入口处是否设置疫情防控

卡口，是否按要求执行“亮码+测温+戴口
罩”制度等相关防控措施。

在检查农贸市场时，检查人员对来
源不明的私宰肉或未经检疫的肉类食品
流入市场进行严查，对疫情防控存在漏
洞的店铺落实整改措施，并提醒经营户
提高疫情防控意识，切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通讯员 高佳 应长根

本报讯 春节临近，新街街道长山社
区加强辖区治安巡逻管控，确保居民群众
过上一个幸福祥和的欢乐年。

从2 日开始，社区开启“一格十员”治
安巡逻模式，对辖区内老旧房屋、公园、停
车场等重点治安区域实行24小时巡查，对

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进行排除，对地
下车库堆放杂物、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堆
放杂物、消防器械、监控等进行检查、补足
或纠正，切实维护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
社区整体环境的和谐稳定。长山街190-
256号段，外来务工人员求职多，求职者与
需求者经常有矛盾纠纷，通过“一格十员”
日常巡查、调解矛盾，社区警情降幅明显。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袁园

本报讯 为让留萧过年的职工感受到
异乡的温暖，所前镇在开展各类暖心活动
的基础上，镇总工会组织开展“留萧过年、
让爱回家”走访慰问活动，共为辖区内60
家企业、1590名留萧过年职工送去年味浓
浓的新春大礼包，用满满诚意让留萧职工
过一个暖心的春节。

今年，泛亚休闲有限公司产品供不应
求，外来务工人员90%以上选择留萧过
年。老家在湖南的陈女士说，她和丈夫都

在泛亚工作，现在单位正是生产旺季，他
们决定留在单位上班，不回老家过年。“在
萧山过年挺好的，等到五六月份，有空再
回去，这样也能错峰出行。”

在好克光电有限公司，来自安徽的邵
先生响应政府号召留在萧山，今年一家三
口不回老家过年了，“留下挺好的，政府和
公司有补贴，又给我们送年货，很温暖，很
开心。”

留萧过年的务工人员表示，“镇里送
来‘温暖大礼包’，让我们感受到‘家’一样
的温暖，留在所前过年，我们不孤单。”

■见习记者 应海天
通讯员 丁水富 瞿梦丹

本报讯 日前，结合春节安全生产
走访，蜀山街道领导班子分组深入企业
及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进行面对面
交流，在排查安全生产隐患的同时，听
取企业家对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升企业创新发展
能力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通过深入企业及时了解发展情况
及遇到的难题，建立健全服务企业长效
机制，成为蜀山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举措。街道坚持定人、定时间、定

目标、定职责、定联系领导等“五定”原
则，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2020年
以来共走访企业57家，帮助企业解决
91个发展难题，并通过定期召开经济形
势分析会等形式，深入了解企业发展需
求和问题，分析整体经济发展形势。

2020年以来，蜀山街道对标“重要
窗口”定位，锚定“城市南窗口，卧城新
蜀山”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
车道。在当好助企“店小二”的同时，蜀
山全力推动“双招双引”，进一步壮大生
命健康、文旅文创、智能制造电子、新材
料新技术为主的特色主导产业。街道
重抓“留根工程”，推动之江有机硅、萧

山园林、家家健康、羽春家纺等7家企业
的有机更新；注重平台载体建设，推进
杭州湾信息港·蜀山未来城投入运营，
以点带面布局全域产业平台。

下阶段，蜀山将围绕高质量开启
“两地两城”新征程发展目标，全面建立
服务企业常态化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抓住浙大二院总部院区、城市文
化公园等重点项目落户契机和辖区龙
头企业基础优势，打造以国际健康小
镇、文创旅游长廊、智能制造园区为三
大重点的产业板块，形成以城市功能区
为重要人居板块的“3+1”产城融合发展
新格局，切实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日前，在靖江街道第一届居民
议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全体居民议事代表票
决出2021年靖江街道六大民生实事项目。

今年靖江街道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共
10项，会上，居民议事代表票决出的新年
度六大民生实事项目是：靖江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迁建项目，街道老年食堂提升扩面
项目，“全域感知”平安建设项目，机场快

线停车场安置房项目，公共自行车与共享
单车布点并运营、公共停车场智能化改造
项目，完成靖港村、和顺村提升村建设项
目。这些民生实事项目涉及道路建设、养
老服务、公建配套、医疗卫生、环境提升、
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

居民议事代表莫大伯表示，“这些项
目都是我们期盼已久，急需解决的，既补
齐民生短板的弱项，又兼顾到不同人群的
多元化需求，让我们充满期待。”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徐王剑

本报讯 日前，浦阳镇妇联、宣传部门
联合“浦阳衣家”妇女微家共同开展“留浦
过年，关爱童年”慰问暨春泥计划“暖心过
大年”体验活动，并为孩子们分发了绘本、
金迈田大米、玩具、牛奶等暖心慰问品。

在金利浦消防体验馆，馨艺幼儿园、
珂欣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及老

师带领下，现场体验了VR、台风模拟等消
防安全设施，学习安全知识要点与应急安
全知识。在“衣旧换新”体验馆，小朋友们
观看了垃圾分类宣传片、玩垃圾分类飞行
棋，在游戏中增长垃圾分类知识。

“这个春节，许多新浦阳人响应‘留萧
过年’的号召，于是我们就为他们的子女
举办了这次活动，让他们远离家乡也不感
觉孤单。”浦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浦阳开展“留浦过年，关爱童年”慰问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