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成立至今己有二十余年，专业从事听力
康复，助听器验配等服务。牛年爱耳日、元宵节来临
之际，联合厂家推出以下优惠活动：

1.2月28日在萧山拱秀路235号店内，特邀瑞
士听力助听器工程师陈文林先生莅临现场为您服
务。

2.特价验配助听器，买一送一，送同款助听器，
每门店限8名；各品牌助听器优惠验配。

3.助听器以旧换新，详细情况当面沟通，旧机折
价抵扣新机款。

4.可预约专业验配师上门验配助听器，具体请
来电咨询。

5.店内专业设备进行听力健康检测，国家级验
配师为您服务。

活动时间：2月28日一3月18日
活动地址：
1.萧山拱秀路店 萧山区拱秀路235号

（城厢卫生院门口）
2.萧山临浦店 萧山区临浦镇峙山西路108号
咨询预约电话：13606716844 徐医生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杭州云飞贸易有限公司所有

迎爱耳日、元宵节，助听器优惠验配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专业助听器验配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店内国家级验配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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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192031
2301213006
2301213009
2301213010
2301193033
2301192025
2301203488
2301213708
2301203636
2301203665

产品名称
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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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悦盈利系列之6个月定开型I款

悦盈利之12个月定开型P款理财产品
悦盈利6个月定开型V款

益升利多元均衡一年期定开J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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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月/定开
12个月/定开

一年/最短持有期
六个月/最短持有期

募集期/开放期
2月24日－3月2日

2月9日-23日

2月18日-25日

2月25日-3月4日
2月23日-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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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4.20%
3.45%-4.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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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123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2301177803
2301177805
2301177704

定价（%/年）
4.05%
4.05%
4%
4%
3.8%
3.96%

申购募集期

2月26日-3月4日

3月1日-5日

2月24日-3月2日

3月1日-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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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晚潮时间
11∶30
16∶52
14∶07
危险

高潮位(米)
3.15
3.17
3.4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2月24日 早潮时间
00∶30
00∶52
03∶01

高潮位(米)
2.75
2.78
3.00

共克疫情时艰 保障住有所居
2020年公积金新建制职工超7万人，归集住房公积金逾41亿元同比增长14%

■记者 姚建玲 华文佳
通讯员 沈利萍

“有得住”“住得好”是萧山

市民的“刚需”。虽然2020年整

体生产生活受到新冠疫情严重

影响，但公积金萧山分中心攻坚

破难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宣传推

进建制扩面，智慧化服务提升办

事效率，为保障市民住有所居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抗击疫情，为企业纾难

解困，全年为企业减少缴存资金

2.19亿元、缓缴金额 1123万元。

——迎难而上，建制扩面超

额完成。全年新增建制职工

75113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87.78%；归集住房公积金41.82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104.55 %，同比增长14.04%。

——资金运用，量增质优成

效好。全年发放贷款6935户计

39.0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32%、17.45%，支持职工购房

面积 74.1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03%。

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影

响下，各项工作困难重重。每一

个增长数字的背后，都累积着萧

山公积金管理工作者的心血，见

证了他们为萧山公积金事业发

展扛起的责任和担当。

疫情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业务办
理，“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成为新常
态。分中心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网上办事大厅、12329服务热线、自助查
询终端等渠道，实现24小时无间断线上
办理业务。截至12月底，受理线上业务
210531件，占总办理量的81.64%。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一直
是分中心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推行“互
联网+政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分中
心推进公积金贷款“一件事”办理。
2020年，新增中信、建行为自动审批委

贷银行，自动审批件占比达65%，大幅提
高了审批时效。分中心还新增机关事业
单位一件事办理渠道，实现机关内“跑零
次”。

为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公
积金相关业务，分中心持续推进“就近
办”，在全区所有村社区自助服务机上
开通公积金办理渠道，又利用农商银
行网点多的优势，在农商行52个网点
的自助服务机上开展公积金业务办理
模块，并对工作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将

“就近办”引向深入。

2021年，疫情虽然得到良好控制但
仍有影响，分中心将继续强化风险防
范。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推进公积金

“智慧服务”，深化公积金归集业务浙江
政务网2.0和亲清在线服务工作，真正
实现业务办理便捷化、智能化。坚持房
住不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调
控机制，继续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
住房保障，为广大缴存职工提供更便
捷、更高效的住房公积金服务。

疫情心寒政策暖。2020年，为帮助
企业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公积金萧山
分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降
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企业非税负担的
要求，积极落实降低缴存比例、申请缓缴
等多项惠民惠企政策。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公积金萧

山分中心审批通过降低缴存比例企
业239家、缓缴企业66家，涉及航空、
宾馆酒店、房地产等行业职工 27624
名，全年为企业减少缴存资金 2.19 亿
元、缓缴金额 1123 万元；支持无房租
赁提取职工34266人次、提取金额1.9
亿元。

在疫情初期，分中心还积极发挥党
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分批派员41人次
协助瓜沥镇政府对3个村社卡点进行
人员排查，全力防控疫情输入；同时多
渠道采购防疫物资，为前线抗疫“战斗”
提供保障。

受疫情影响，2020年大部分企业
生产受到冲击，包含住房公积金在内的
五险一金成为主要支出压力。这使得
建制扩面工作更为艰难。分中心迎难
而上，多措并举，让公积金福利惠及更
多市民。

其一，甄选储备建缴企业，在拟上
市、百强企业、高质量领军企业中选择部
分企业作为重点，“点对点”“面对面”深
入实地开展督建促缴工作。在民办学
校、物业公司两个行业开展重点扩面，对
未建公积金制度的百强企业进行发函催
建，督促其尽快启动公积金缴存工作。

其二，开展多媒体政策宣传。分中
心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萧山日报》、
《住房公积金简报》等平台，持续宣传公
积金惠民政策，同时，升级微信公众号，
完善公积金账户查询等7个功能应用，
开发公积金“微官网”，打造个性化微信
公众号平台。与此同时，分中心开展了
15轮知识竞答活动，在356个宣传栏张
贴海报1780张，多元化宣传建制扩面
工作。

其三，加强投诉维权执法。通过政
策宣传、以案释法，分中心促成企业和职
工协商解决纠纷20起，为职工成功追缴

公积金1028.3万元。
其四，强化服务意识。分中心坚持

开展“三服务”“民情双访”活动，走访调
研瓜沥镇、衙前镇等相关企业，支持企
业做大做强。因服务热情、高效、暖心，
分中心驻行政服务中心业务大厅深受
办事群众好评，在2020年6月被授予省
级“巾帼文明岗”。

多措并举助推建制扩面成效明显。
2020年，新增建制职工75113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187.78%；净增正常缴存职
工 15025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50.25%。

抗击疫情 全年为企业减少缴存资金2.19亿元

多措并举 新增公积金建制职工7.5万人

24小时服务 线上业务办理量占81.64%

下沉村社抗疫

公积金萧山分中心工作人员

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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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农业农村局关于2021年实施禁渔期制度的通告
为养护钱塘江、浦阳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

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实行海河、辽河、松花江和钱塘江等4个

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农业农村部通告〔2019〕1号）、《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钱塘江流域禁渔管理工作的

通知》（浙农渔发[2021]6号），现将我区2021年禁渔期制度通告

如下：

一、禁渔区域

钱塘江（萧山段）；浦阳江（萧山段）。

二、禁渔时间

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

三、禁止类型

除娱乐性游钓和休闲渔业以外的所有作业方式。

四、违法处罚

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阻碍执法

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严重违反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渔业法》等有关规定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农村局

2021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