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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贵金属产品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推荐
近期热销理财产品

（具体产品预期收益以网点当日在售为准）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热销银保产品

萧山支行营业部：82371192、82651510、83686712、82335971、82636221、83815316、83537906、83815652、83862366
之江支行：83893155、82753383、83815320、83816071、82358587 江东支行：83686725、82636722、83815326、82575600
滨江支行：86623909、86652583、86625855、86628895 临江支行：82358593、82168383、83815271、83696256
江南支行：83686713、82636889、83815932 三江社区支行：83862366

热销基金推荐

产品名称
投资金条

代销公司
中国黄金

产品材质
Au999

产品售价
基础金价+12元/克

备注
——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险
（万能型）

昆仑福享金生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
到期

5年

5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
4.61%

3.8%-4.15%，封
闭三个月后70%资金每
周可提取，支取灵活

保额按3.5%复利递增

起购
金额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产品名称

中欧心益
（009621）

易方达悦信
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
（011720）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6个月
封闭
期

一年
封闭
期

特色
稳健固收+，基金经理黄
华，擅长大类资产配置，
2020年7月产品成立以来
年化回报11.33%
4月27日起公开发售。
多资产、多策略，一年最
短持有期。拟任基金经
理王成，11年投资老将。

萧山分行（周一至周日）萧山区萧棉路168号天润中心1号楼 82890189 82892165 82891526
钱江世纪城支行（周一至周六）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8号 57198133

浙商银行最新财富产品推荐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热销理财产品

热销银保产品

重要提示：保险产品为我行代理销售，产品由其发行机构发行与管理，浙商银行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保险（万能型）

工银安盛鑫如意六号（终身险）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终身险）

期限
5年

终身（趸缴/年缴）
终身（趸缴/年缴）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4.55%
保额按3.2%年复利递增
保额按3.5%年复利递增

起点金额
10000元起
5000元起
10000元起

发行机构
和谐健康保险
工银安盛人寿
中信保诚人寿

风险等级
中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产品
薪金煲天天利

日享天开

结构性存款20312期

结构性存款20308期

乐赢稳健周期91天A
（新理财客户专属）
乐赢稳健轻松投35
天A款（代发专属）

安盈象固收稳健
一年定开2号

安盈象固守稳健两年
封闭式3号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元

1元

产品期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29天

97天

3个月

1个月

一年

两年

业绩基准
2.7%-3.1%
2.7%-3.2%
1.48%/3.1%/

3.5%
1.48%/3.05%/

3.45%
4.05%

3.60%

3.9%-4.4%

4.70%

备注
工作日交易时间
赎回无限额

纳入存款保险机
制，安心之选

每周一10点10
亿元额度

代发客户专属

募集期4月25日-
5月6日，纯固收
投资，稳健低波动
募集期4月23日-
5月6日，纯固收
投资，稳健低波动

产品列表
一、优选理财-永乐理财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2号6月型

二、净值型理财
聚鑫赢A一月定开3号
聚鑫嬴B-90天型1号
聚鑫嬴B-180天型1号
聚鑫嬴B-360天型1号

三、天天理财—升鑫赢

升鑫赢A-1号

注：升鑫赢为近七日年化，仅供参考，数据日期2021年4月28日

产品代码

AC2347
AC1438
AC1445
BC2191

JXYA1M3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业绩比较基准

4.00%
3.90%
3.98%
4.05%

3.65%
3.60%-4.35%
3.70%-4.45%
3.75%-4.55%

近七日年化
3.2994%

起点金额

大众新客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劳动节快乐款，1万元起，上限10万元

10000积分享兑款，1万元起，上限10万元
高净值新客专属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购，上限1亿元，
工作日9:30-15:30可实时申购、赎回（到账）

认购期

4月29日-5月5日
5月1日-5月5日
5月6日-5月12日
4月29日-5月5日

5月6日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风险等级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栏目内容由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栏目内容由萧山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全面准备。会议通
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国都、国旗、
国歌、纪年的决议，选举产生政协全国
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也
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

——习近平：《人民政协在建立新中
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
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自《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筹建成立新中国的工作,是通过新

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进行的。1949 年 6 月,新政治协商会
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
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工
作。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首席记者王慧青通讯员陈杰

本报讯 昨日，我区召开清廉村社建
设履责报告暨深化“码上工程”推进会，旨
在以“码上工程”带动基层治理整体性提
升。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蒋
金娥讲话。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认清意义。
“码上工程”是深化清廉村社的有效抓
手，是深化基层综合治理的重要途径，是
抢抓数字时代机遇的“领跑”工程，各级
各部门要在前期的探索实践基础上，继
续保持定力，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完
善起来、深化下去。

会议强调，要实字当头，落细落严。
思想上要真重视，党委主要领导要亲自部
署、研判、使用；机制上要真健全，建立责
任传导、常态化管理、督查考核机制；队伍

上要真保障，建立信息录入和审核“两专”
队伍，加大培训力度；成效上要真凸显，把
平台作为干群互动的重要途径，拓展平台
在基层治理中的有效应用，切实发挥驾驶
舱决策参考运用。

会议要求，要统筹联动，合力推进。各
镇街党（工）委要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纪
（工）委要加强常态督查，各部门要完善责
任体系，久久为功、迭代升级、深化推进。

清廉村社“码上工程”从最初义桥镇、
益农镇的试点探索，到去年8月覆盖全区
22个镇街549个村社的统一平台上线，实
现了由点及面，从“盆景”到“风景”的跨
越，成果显著。会上，区纪委区监委讲解
演示了“码上工程”系统；益农镇、宁围街
道、戴村镇、党湾镇党（工）委书记作履责
情况口头报告；楼塔镇、衙前镇、盈丰街
道、靖江街道、南阳街道递交了书面汇报。

昨日，区纪委联合区烟草专卖局在辖区内开展“烟票”问题专项检查，主要
检查烟酒店有无制售“烟票”，有无在经营场所张贴禁售“烟票”警示标识以及党
员干部有无违规收受“烟票”等问题。 记者丁毅摄

“烟票”问题专项检查

清廉村社建设履责报告暨深化“码上工程”推进会召开

■首席记者项亚琼通讯员何哲慧

本报讯 有人行道机动车违停、出店
经营、占道堆物等行为的市民要注意了，
在萧山，目前有484个智能监控抓拍点
位正在实时记录你的不文明行为。

“车牌为浙AXXXXX车主，您的机
动车停放位置处于违停区域，请于10分
钟内驶离，否则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
以处理。——萧山区城管局。”近日，智
能监控抓拍到车主沈先生将爱车停放在
金鸡路人行道上的画面后，随即推送到
系统后台，城管北干中队在完成问题审
核后，市容AI智治系统向沈先生推送了

这样一条短信。收到短信后，沈先生快
速驶离，智能监控完成自动复核，该任务
自动办结。如若车主超过规定时间未挪
车，系统经过人工复审后，会直接开具违
停罚单。

这套人性化的执法管理系统自2019
年9月正式上线后，赢得了不少市民的支
持。最近，原先150余个AI监控点位已
增至484个，覆盖市心路、金恵路、人民
路等城区多条主要道路。区城管局科技
科的工作人员说，AI智治系统，就是一只
拥有“智慧大脑”的“千里眼”，它借助人
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对主城区主要道
路人行道的出店经营、占道堆物、人行道
违停等12类市容违法行为进行智能抓
拍。同时对抓拍信息进行研判与流转，
实现对市容问题的自动预警和高效处
置。市容AI智治系统分为实时预警、沿
街店铺、事件功能等多个板块，在实时预
警页面，各类数据以图表形式直观展现，

每一个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类别都有
图片、录像予以佐证；沿街店铺板块主要
展示店家的具体信息和违法记录，为非
接触性执法和后续精细化管理提供便
利；事件功能板块主要利用智能分析技
术识别，将市容乱象进行归类并最终生
成事件；人员功能页面可以查询队员处
置情况，实现对人员的管控、执法监督和
执法调度。

“随着智能监控抓拍点位逐渐增多，
大大提升了我们日常管理执法的效率，
也有效避免了矛盾纠纷的发生，有效破
题市容管控中的老大难问题。”上述工作
人员说。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AI智治
系统在城区已识别
市容违法行为7万
余起，已成为城市
管理不可或缺的

“智慧力量”。

484个智能监控实时抓拍城区12类行为

AI智治系统已识别市容违法行为7万余起

■首席记者何可人

本报讯“隆—隆—隆”一辆辆农机
蓄势待发；“嗡—嗡—嗡”一架架植保无
人机在空中飞旋……昨日，由区农业技
术推广基金会、区农（林）业技术推广中
心和区农机水利技术推广中心联合举办
的数智农机应用技术推介会，在我区党
湾镇梅东村举行。一系列智能化实用型
农机具逐一亮相，引得来自我区各镇街
的农机员、农技员，农机、粮油、蔬菜合作
社（基地）负责人的啧啧称赞。

这厢，伴随着螺旋桨激起的滚滚尘
埃，一个“大家伙”升至农田上方，“这款
植保无人机为全自主作业，大家看，它不
需要人为干预，不需要遥控器，只要一部
手机就可以操控”“它采用离心雾化喷洒
系统，更利于农作物对喷洒物的吸
收”……听着现场操作人员的讲解，大家
纷纷拿出手机，拍个不停。

那头，一台“独自”耕地的拖拉机开始
“抢镜”。只见拖拉机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前行、耕地、转弯，它在农田里作业自如。
“这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可以自动规划路
径，自动调节耕深，实现高精度作业，有利
于后续的田间管理和采收。”现场操作人
员细致解说，人群中开始议论纷纷，“没想
到还有这么多智能化的操作系统”“是啊，
无人驾驶好啊，真正解放双手了”。

紧接着，无人驾驶插秧机、可变量侧
深施肥机、无人驾驶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等各种各样“聪明”的农机具纷纷登场，
大秀绝技。大家围在田边，看得津津有
味，还不时向操作人员提问，要把这些

“新式武器”的功能摸个透。
“这次活动让我看到了许多无人操作

的农机具，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杭州金迈
田农业总经理朱观扬说，作为一家农业企
业，也面临着用人成本高的问题，目前企
业正在慢慢使用一些机械化设备去取代

纯人工的操作，后续也会考虑结合企业自
身情况，引进“无人化”的数智农机。

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快农业“机器换
人”步伐，通过政府扶持、项目带动、示范
引领、培训推动等措施，大力发展“互联
网+农机作业”，积极引进智能农机装备，
使我区智慧农业得到快速发展。

“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业生产
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劳动者素
质的不断提高，智能农机装备将会在农
业生产中不断得到推广应用。”区农机水
利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李鉴方表示，“下
一步，我们将通过打造农机化项目、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加快推进农业机
械化与信息化融合，在大田农业、设施农
业等推广应用数智农机，进一步推进萧
山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数智新萧山’
建设。”

数智农机齐亮绝技 技术推广振兴农业

在萧山数数字字化化改革改革

■记者童宇倩

本报讯 昨天下午，“亚运兴城”幸福
城区建设工程组比学赶超交流会议在萧
山文化中心举行。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
游体育局、蜀山街道、进化镇、瓜沥镇等部
门镇街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活动伊始，区图书馆从“永兴书房”的
主要做法及成效两方面介绍了建设情况，
区文化馆从萧山区的创建基础、区位优
势、文化基础等方面介绍钱塘潮涌省级文
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建设情况，区博物馆从
运河沿岸文化遗产分布状况、具体开展工
作等方面汇报了浙东运河萧山段文物保
护情况及运河文化带建设情况。

随后，蜀山街道、进化镇、瓜沥镇围绕
“城市文化内涵深化”主题进行了工作交

流。瓜沥镇通过投入建设一批文旅设施、
举办国民文化艺术节、持续打响亚运品牌
等来构建文化发展格局；进化镇通过打响
古窑文化品牌、名人文化品牌和乡村文化
品牌等来推进文物活化利用和深挖城镇
文化内涵；蜀山街道将主要着力点用于打
造贺知章文化，通过硬件建设、软件建设
和推进乡贤文化在文化产业上加快发力。

“根据亚运兴城攻坚年行动，幸福城
区建设攻坚战的四大板块包括丰富城市
文化内涵、打造品牌体育赛事、强化公共
服务保障、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接下来我
们每个季度都将举办一次比学赶超交流
会，第二季度的主题是品牌体育赛事。”区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会前，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位于江寺公
园的浙东运河萧山展示馆。

■记者童宇倩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21年第一季度
杭州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结果现场
反馈会在萧召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
胜华出席会议。

会上，杭州市文明办对我区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做出点评，并就下阶段工作提出
要求。要坚定信心，认清形势，准确把握
新形势新要求，紧扣测评体系要求，突出
重点难点热点，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
精准发力。对督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交
办，限时整改，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确
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周胜华强调，我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不足，需要下阶段动
脑筋、下大力气、下真功夫加以解决。

周胜华要求，对我区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存在的问题，要照单全收、立即整改，区
文明办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督促各镇街
完成整改，各镇街、部门、社区要认真分析
存在问题、追本溯源，抓好整改、抓好举一
反三。要完善机制、健全长效，区文明办要
牵头抓好“6+1”常态化提升行动，定期组
织专项整治行动，各镇街、部门、社区要逐
条逐项对照标准，常态化开展整治行动。
要压实责任、强化考核，区级层面进一步完
善区领导督查、“两代表一委员”督查等督
查机制，以查促改、以查促变，各镇街、部
门、社区要进一步细化工作职责，制定奖惩
机制，激发干部群众创建热情。要全民动
员、全员参与，区级层面开展好“文明守礼·
微笑服务”等八大行动，全面提升市民素
质，各镇街、部门、社区要多创设市民乐于
参与、便于参与的载体活动，使更多市民群
众加入到文明城市的创建当中来。

（扫一扫查看更多内容）

杭州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第一季度测评萧山区反馈会召开

“亚运兴城”幸福城区建设工程组比学赶超交流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