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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増价拍卖方式对下述房屋5年租赁权
进行公开拍卖，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萧山区高桥路 1090、1092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18.42㎡,起拍价4.85万元/年；
2、萧山区高桥路1098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90.08㎡，

起拍价3.89万元/年；
3、萧山区高桥路1100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90.08㎡，

起拍价3.89万元/年；
4、萧山区晨晖路1312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302.69

㎡，起拍价14.3626万元/年；
5、萧山区晨晖路1322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302.69

㎡，起拍价14.3626万元/年；
6、萧山区晨晖路 241、243 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51.32㎡，起拍价8.0086万元/年；
7、萧山区晨晖路 173、175 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289.59㎡，起拍价11.627万元/年；
8、萧山区晨晖路 647、649 号房屋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595.91㎡，起拍价26.2912万元/年。
注：1号标的需承租人自行搭建1楼、2楼与相邻的1094号房

屋之间的隔墙及1楼通往2楼的楼梯，由此产生有所有费用由承租
人自行承担。所有标的禁止经营网吧、餐饮、住宿、烟花爆竹、化工
等涉及污染大、噪音大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商品，禁止用于危险物品
的仓储，禁止擅自转让。标的面积仅供参考，均以房屋现状为准。

租赁期限5年，具体时间以租赁合同为准，第2年起租金每年递增
3%，1年一付，先付后用。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1年3月24日14时；杭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楼404会议室（地址：萧山区市心中路1069
号科技创新中心B楼4层）。

三、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拍品
有意向的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标的咨询展示：2021年3月18日至19日接受咨询、约期
察勘标的并提供相关资料。标的展示在现场。

五、报名时间、地点：自2021年3月22日起至23日止（上午9:
00—11:30、下午13：30—15：30）；报名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259
号清波商厦E305室。

报名手续：于2021年3月23日下午15时前向指定账户缴纳
拍卖保证金（不计息），交纳拍卖保证金3万元/标后，法人或其他
组织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登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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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19005801040012557 开户行: 农行吴山支行。

联系电话：0571—87701739、15868111553
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yj111.cn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6日

招标编号：CQPM-20210309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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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213015

2301213014

2301193031

2301193011

2301193012

2301213718

2301213721

2301203624

产品名称
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理财产品

悦盈利专享2115期

悦盈利专享2114期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H款理财产品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A款理财产品

悦盈利之12个月定开型A款理财产品

益丰利强债之6个月定开F款

益升利多元均衡一年期定开L款

益鑫利之一年最短持有期A款

产品形态
91天/募集型固定持有期

614天/封闭式

432天/封闭式

6个月/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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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期/开放期

3月17日-23日

3月11日-18日

3月18日-25日

3月16日-22日

3月18日-24日

3月15日-19日

业绩比较基准
3.45%－3.55%

5.00%
4.65%

3.55%-4.05%
3.55%-4.05%
3.70%-4.20%
3.45%-6.00%

4.50%
3.50%-5.50%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188天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91天

同享盈增利88天特别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123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2301177803

2301177704

定价（%/年）
4.05%
4.05%
4%
4%

3.96%

申购募集期

3月19日-25日

3月22日-26日

3月17日-23日

3月22日-26日

圆圆跑市场

■文/摄 记者 杨圆圆

春天一到，脖子、手腕要美美地露出
来，好看又保质的消费品当属黄金饰品。
最近，黄金饰品销量一路上涨。买金饰，大
部分按当日金价行情称重算价；小部分做
工精细的为“一口价”销售，但也以黄金含
量作为基数。金价不菲，一根细细的金手
链，一颗小小的转运珠，往往都要上千元。
黄金分量足不足，就成了金饰“值不值”最
重要的判断标准。

此外，在萧山，几乎所有珠宝店都有
“本店购买的金饰可回收兑换款式”的行
规，只要重新上秤，折算本日金价，加点加
工费，就可以换新款（“一口价金”除外）。这
意味着，黄金饰品的“分量”是保值的关键。

珠宝店的秤真的准吗？金饰纯度够
吗？有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买金饰真能保
值吗？带着这些问题，圆圆跟随质监部门，
去珠宝市场跑了一圈。

秤准不准 要看强制检定标识

“这是临浦的一家黄金珠宝店，我们正
在检查的是他们的电子天平是否经过国家
强制检定，黄金首饰珠宝有没有明码标
价。”在区市监局计量科和临浦所组织的一
次对珠宝店的专项抽检中，4家珠宝店中，
有2家黄金计量电子天平未送检、不符合
规定。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其改正，后续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理。1家商
铺称，电子秤正在送检中，店里暂时空缺。
一家生意不错的珠宝店里，电子天平未送
检，秤体未密封，上面布满灰尘，精确度大
打折扣，而根据行业规范，金店的电子天平
须为透明密封结构，这是为了防止灰尘、气
流等外在因素对结果产生影响。

在对开元珠宝的电子天平检查中，除
了检查其检定证书，执法人员还抽查并测
量了金饰的实际重量和标签量是否存在误
差。发现首饰实际重量40.82克，标签为
40.81克，误差0.01克，在允许范围内。

区市场监管局临浦所副所长曹桦告诉
记者：“金店的计量器具用于贸易结算，属
于国家规定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其精准
度将显著影响黄金首饰的价格，要每年定
期送检一次。”

记者随后又走访了一些城区内的珠宝
店，发现大品牌、老字号的门店，电子天平
基本都贴着检定标识，每日金价波动比较
统一，工作人员操作起来也相对规范。一
些不太知名的商铺，动辄打出七折、八折优
惠，电子秤往往“有猫腻”。

区市监局的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除
了注意销售商使用的计量器具是否加贴检
定合格标识，还要对商品进行现场复称，看
称重与标注的是否一致。若发现商家的计
量器具未检定或未加贴检定合格标识，或
者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可以拨打12315
进行投诉举报。”

促销花头多？购买需谨慎

“大优惠！黄金每克优惠 80元，满
1000元减400元，满2000元送黄金幸运珠
……”在一家珠宝店，记者发现这样的促销
标语。黄金真能这么便宜吗？走近一看，
这个商铺把促销大字报贴在门口，本日金
价却藏在角落。在别人家金饰约412元/克
的时候，他家的金价赫然是500元/克。

被指出这一点后，老板不服气，“那你
去看看隔壁那家店，打出了金饰回收价每
克500多元的广告，回收价比卖价还高，这
是什么道理？”

记者来到隔壁店里，发现广告上说的
以500元/克回收旧金饰，是指可将金饰在
店内以这个价格兑换成钻戒、珠宝等首
饰，水分较大。若要兑换黄金，则要先称重
扣去损耗，再加上工艺费。简而言之，以旧
换新，就是让消费者加钱继续消费。

目前，我区黄金柜台上有足金、千足
金、铂金、钯金、K金、白色金、3D硬金、彩
金、750金等各类黄金品种。其中，因3D
硬金而起的消费类投诉居多。

3D硬金也是足金，是打破传统工艺制
造的一种新型产品，主要以“电铸”模式生
产而成。3D硬足金虽拥有比普通黄金硬

四倍的优势，但产品本身比较薄，每件产品
的厚度只有0.2—0.3mm，虽硬但也脆。如
佩带过程中出现产品本身断裂及烂洞类的
问题几乎无法修补。

3D硬金首饰因工艺复杂，结合工艺费
单克价格是普通黄金的1倍左右。很多金
店为了利润更大化，不按克计价，直接标出
一口价，按件销售，增加了消费者的购金成
本和换金成本。

此类消费陷阱主要在：商家会对消费
者进行诱导销售，以工艺高端、款式新颖、
纯度一致为由吸引消费者购买，但在克数
多少上含糊其词或干脆绝口不提，仅在发
票或收据上标明克重；提及以旧换新活动
时多为口头承诺全场可兑换，但在开具发
票或收据上会明确标明只可兑换“一口价”
类饰品。消费者往往不会去注意票据上的
内容，这让一些不良商家有空可钻。

如何保证自己选择的黄金纯度不打
折？大家熟知的一般鉴
定方法就是：掂重量、看
色泽、审音韵、折软硬等
等。但想要安心购买到
合格的黄金产品，还是
去正规大型的珠宝商
店，并且要求出具正规
的质量验证报告。

金饰促销“水很深”分量纯度都要足

■通讯员 周郑媛 应长根

本报讯 日前，新街街道花城社
区会同卫生、公安、电力、金融和社区
志愿者在新街集镇开展3·15消费者
维权咨询系列服务活动，积极营造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更好地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活动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
是：稠州银行向消费者进行防诈骗知识
宣传。萧山牙科医院的医生为过往群
众开展口腔检查、测量血压。社区志愿
者为居民群众开展磨剪刀，发放平安联
系卡、老年书本等。第二个系列是：街

道司法所、新街派出所、街道水管站的
工作人员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平
安宣传、供水服务零次跑等居民群众在
法律、平安创建和用水上的系列难题。
第三个系列主要开展了“文明环保迎亚
运，垃圾分类我先行”的主题活动，志
愿者开展废电池、过期药品的回收及
垃圾分类宣传资料的发放。工商部门
的工作人员现场向居民群众普及消费
维权知识，介绍常见消费侵权行为和
表现形式，以及如何辨别假冒伪劣产
品、如何在网上购物中理性消费，呼吁
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花城社区开展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

■通讯员 孙宇飞 记者 靳林杰

本报讯 昨日，彩虹大道快速路
跨风情大道最后一片大跨度钢箱梁顺
利吊装完成，意味着彩虹大道（博奥路
至区界段）主线高架实现连通。

此次吊装是彩虹大道快速路项目
全线跨度最长的连续钢箱梁桥，钢横
梁梁高2.6m，桥宽25m，总重达3510
吨，施工周期长、难度大，属于项目重
难点和高风险作业点。此外，施工区
域位于风情大道与彩虹大道交叉口，
地面道路车流量大且地质复杂。为了
确保钢箱梁安全顺利架设，项目多次
进行专家评审、技术交底、安全培训，
优化施工方案，并通过夜间错峰作业
以及人工交通管制的方式使吊装工程
顺利进行。

伴随着萧山全面吹响“亚运兴城”

全面攻坚行动号角，彩虹大道快速路
项目已进入了冲锋冲刺、决战决胜的
新阶段。这为统筹推进“22688”交通
大会战和萧山城投集团项目攻坚“五
比五赛”活动注入强劲活力，也为彩虹
大道快速路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据悉，彩虹大道快速路项目全长
约13.7公里，是未来萧山东西向的主
干道路，往东连接钱塘新区，西接滨江
可至富阳，串起一条充满活力的城市
产业带。

目前，彩虹大道快速路（区界—东
入城口）总工程量完成65%，育才路—
沪昆铁路、市心路—永久路已完工，其
余标段有序推进。据萧山城投集团重
点工作任务责任分解表，今年彩虹大
道快速路（区界—东入城口）将完成总
工程量90%，其中，东入城口—高新五
路、区界—青年路段将实现竣工。

彩虹大道博奥路至区界段主线高架连通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洪春坡 王笑笑

本报讯 根据市民需求及城市建
设统筹规划，日前，萧山城区2021年
公共自行车九期项目正式启动，计划
投资1400万元，新建服务点14处，新
增公共自行车4000辆，将于6月底正
式开建。

据区交投集团建管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经过前期勘察，本次确定的14
处服务点，分别位于城区兴议路、金城
路、南秀路、风情大道等路段的新改建
小区周边。“随着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不
断升级，公共自行车建设也同步跟进持
续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本次九期
规划，我们将提高合理点位分布率。”

目前，萧山城区已建成公共自行
车站点541处，自行车37320辆，其中

亲子车1000辆。不少点位仍然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对此，九期新增公共
自行车 4000 辆，其中普通自行车
3500辆，亲子自行车500辆。在增建
数量的同时，本次自行车九期规划，更
注重民意诉求。萧山区公共自行车慢
行系统自2010年启用以来，低碳出行
观念深入人心，本质需求逐渐从数量
规模上到实际功能、区位、效用上转
变。“以往，市民群众对亲子自行车呼
吁度较高，随着八期亲子自行车的上
线，也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爱和追捧，
本次我们追加500辆，也是为了更好
地满足有小孩市民的出行需求。”

目前，区交投集团已完成基础踏
勘工作，下步计划进行审批立项及公
示等前期工作，预计6月底正式开建，
计划今年年底完成建设。

公共自行车九期新建服务点14处
新增自行车4000辆

■记者 朱林飞 实习生 莫一扬
通讯员 戚天琪 赵春燕

本报讯 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活
力。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规范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区民政局在
全区75家行业协会商会自查自纠的
基础上，联合区发改局、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区工商联，对全区行业协会商会
的收费行为进行专项随机检查。

经过几天的抽查，检查人员发现
有个别协会存在会费档位不清等问
题，检查人员当场给予指出，并责令其

在规定期限内整改。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区民政局将

继续组织专项检查小组，对全区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行为进行检查和回头看
督查。针对部分行业协会商会的违规
收费问题，民政部门将从严监管、综合
施策、标本兼治，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
为，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零容忍”，促
进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

如果市民发现有行业协会商会存
在违规收费行为，可向区民政局举报，
电话0571—82631988；信函可邮寄至
杭州市萧山区西河路195号萧山区民
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

区民政局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专项检查

杭甬运河（西小江）美丽河道衙前段提升整治工程投入5000余万元，基本完成游步道、栏杆、
绿化、亮化、桥梁等建设内容。如今，漫步在西小江畔，目之所及，良田美池、阡陌交通、产业兴旺、
水岸和谐，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美景徐徐展现在眼前。 首席记者 唐柯 通讯员 华兴桥 摄

美丽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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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监局对珠宝店进行抽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