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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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和谐康福护理险
（万能型）

中信保诚基石恒利

产品
到期

5年

终身

测算年化收益率

满期年化单利最高
4.61%

保额按3.5%复利递增

起购
金额

1万元

1万元

产品名称
汇添富数字经
济引领发展3

年持有期
（011665）

中欧心益6个
月持有期
（012397）

起购金额

1元

1元

期限

3年封
闭期

6个月
封闭期

特色
“数字经济领投人”杨
瑨掌舵，分享数字大
时代红利！7月9日
重磅首发

2020年7月在我行首
发，产品运作稳健。

产品

薪金煲天天利
日享天开

结构性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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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彩象多资产稳健
两年定开1号

安盈象固收稳健两年
封闭式12号

起购金额

1万元
100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元

100万元

产品期
限

最短一天
最短一天

3个月

3个月

1个月

2年

2年

业绩基准

2.7%-3.1%
2.7%-3.2%
1.48%/3.05%/

3.45%

4.05%

3.60%

4.5%-5.5%

4.65%

备注

工作日交易时间
赎回无限额
每周滚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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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配置，两年
封闭。募集期，7
月15日-8月3
日。

募集期7月15
日-27日,100%投
资于固定收益类
资产，风格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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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列表
智慧大额存单
智慧大额存单
智慧大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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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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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

产品代码
CDs2112052
CDs2124052
CDs2136052

AC2373
AC1511
AC1507
BC2203

JXYA1M5
JXYB90D1
JXYB180D1
JXYB360D1

SXYA1

业绩比较基准
存款年利率2.3%
存款年利率2.9%
存款年利率3.55%

4.10%
4.10%
4.08%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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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七日年化3.2910%

起点金额
20万元起，期限1年，到期付息，可转让
20万元起，期限2年，到期付息，可转让
20万元起，期限3年，到期付息，可转让

大众新客专属款，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特邀拼团款，1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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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4日-
9月30日

（额满即止）

7月15日-21日
7月15日-21日
7月15日-21日
7月15日-21日

7月20日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每日申购

风险等级

保本保息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较低风险

萧山交行已可办理水费、电费、电话费签约代扣业务。一次签约就可每月轻松代缴水费、电费、电话费！
详情请咨询∶83686720 82733747 83862359

萧山支行营业部∶83686720 萧山商业城支行∶82733747 萧山瓜沥支行∶83862359
萧山文化路支行：82721773 萧山金城路支行：82893521

交通银行近期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双利存款

大额存单

交银理财稳享固收增强三
年封闭式12号理财产品

交银博享长三角价值投资
一年定开7号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杭州萧山支行联合山姆萧山旗舰店开展办会员卡、办信用卡享好礼活动
1、新客户办理交行沃尔玛联名信用卡消费达标，获山姆店内刷卡金；2、平日山姆店内信用卡刷卡消费，笔笔返2.5%店
内刷卡金；3、消费达标，最红星期五山姆店内消费立减10%。另有额外活动，具体活动细则及流程，请提前联系交通银
行王经理：18072752529。（一切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萧山支行所有）

产品类型/风险

存款

存款

净值型理财

净值型理财

产品投资期限

1天/7天

三年

7月12日-7月21日

7月12日-7月16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5%（1天）/
1.90%(七天）

3.40%

业绩比较基准5.5%

业绩比较基准
4.20%

起购金额

5万元

20万元

1元起投

1元起投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7 月 17 日 8∶30-16∶
30检修安山村6#变：浦阳镇
安山村等一带。

7 月 18 日 8∶00-16∶
00检修青山村3#变：戴村镇
青山村等一带。

7月19日 8∶30-12∶30
检修永乐A468线永乐村6#
变：萧山区党湾镇永乐村一
带；12∶30-17∶30检修港城

A815线岩峰村6#变：萧山区
南阳街道岩峰村一带；8∶30-
16∶30检修湘湖变齿轮C408
线杭萧开G15西站公变：萧
山区城厢街道萧山西站附近
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
检修湘湖变齿轮C408线杭
萧开G12码头分线：萧山区
城厢街道杭州市萧山区市政
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萧然
人家、杭州新能源汽车、货运
公变、西厢公寓附近及其周

边一带；8∶30-13∶30检修金
临A432线金村分支开G14
金临湖村18#变：萧山区所前
镇金临湖村一带。

●遗失杭州刚好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萧山新塘萧绍路诊所
（备案）杭州市萧山区卫生健
康局2020年9月22日核发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
本，登记号：MA2H1TAQ73
3010917D211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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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热线
启 事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

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萧山区所前镇天乐商贸中

心2楼房屋租赁权，总建筑面积约2800平方米，整体为

一个标的，起拍价68万元。标的租赁期终止日期为

2026年10月31日，其中装修期3个月免租金。标的起

拍价指该标的第1年的租金，第1、2年租金每年不变，第

3年起，租金每年在前1年的基础上递增3%。

标的用途仅限于经营生鲜超市，且不能经营鲜肉

类、散装蔬菜（经营品类与1楼农贸市场类同的，须经委

托人审核同意，方可经营）。

竞买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经营项目含超市

的企业法人或个体工商户；2、注册地范围：杭州主城区

（含余杭区、临平区、钱塘区）、萧山区、绍兴主城区（含柯

桥）；3、现经营面积不少于2000平方米。竞买人报名后

须经委托方核实后才可参与拍卖。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1年7月28日9：30；杭州萧

山市场建设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21年7月16、17日；

标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1年7月22、23日（上午9:00—

11:30、下午13：30—15：00），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7

月23日15：00；报名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886号

萧山农业大厦 1 号楼 3 楼，联系电话：82357356、

17758023002。报名时，请随带有效证件与证明材料及

复印件、委托书等，并缴纳保证金10万元，保证金不计息。

五、保证金缴纳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萧山支行，账号：9504122111858。

保证金必须于2021年7月23日15: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拍
卖
公
告

2021年7月23日9时30分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位于萧山区萧清大道388号、390号
房屋，建筑面积约31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2.64万元，拍卖保证
金1万元。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特别提示：1、租期3年,自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
31日止，租金1年一付。经营期间不得转租转让。2、标的在拍
卖时尚未腾空。3、经营范围：仅限5金。

二、咨询、报名及相关事项：即日起至2021年7月22日15

时止接受咨询、报名、展示并提供相关资料，标的展示在现场（联
系人:王先生 13967137506）。有意竞买者须在2021年7月22
日15时前向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浙江萧山农
商银行城厢支行；账号：201000011229248）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不计息）须确保2021年7月22日15时前到账，凭
有效证件至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78号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82717700、82816862、82729929
详情见：www.hzxrpm.com。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6日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经杭州蓝田涂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至2000
万元，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蓝田涂料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5日

减资
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康乔幼儿园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56397525

杭州市萧山区康乔幼儿园

注销清算
公告

杭州科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在萧政储出（2016）28

号地块QJ0501-26区块(经十九路以东，滨江二路以南)建设

住宅项目。依申请，进行优化调整，现将调整优化后的平立

面对比图重新公示，广泛征求意见，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http://ghzy.hangzhou.gov.cn/），或

在萧山科技城规划展示中心1楼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 2021 年 7月 16日至 2021 年7月26日。如

有意见，请于公示期内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科技城管委会 311

室，邮编 311200，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kfqgh123456@ding-

talk.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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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83510832 联系人：吴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13625713951 联系人：罗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1年7月16日

建设项目公示

民生 2021年7月1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晨曦 校对：洪泓6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本报讯 蓝天白云下，漫步海边，吹着
徐徐的海风，听着海浪的声音，让来自萧山
南片五镇的60多位失独家庭成员热泪盈
眶。“这是我第一次看海，太开心了。看着
无边无际的大海，突然觉得心胸开阔了，生
活依旧充满了希望。”来自所前镇金山村的
一位阿姨说。

7月11日至12日，在萧山区“心连心”
公益服务中心志愿者的陪伴下，60多位失
独家庭成员一起游览了位于舟山的南沙景
区、白山景区和乌石砾滩，看沙雕、踏海浪、
捡卵石，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这次
同行的还有七八个小孩，他们跟在爷爷奶
奶身边，一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与以往的聚会不同，这是“心连心”第
一次带大家出远门。为了这次圆梦之旅，
负责人方钟琴和她的同伴们筹划了半年之
久。自2017年发起“心连心家园——亲人
在身边”服务，心连心已经陪着大家走过了
5年，带着家人们去了很多地方，如湘湖、
西湖及周边乡镇景点。每次聚会告别时，
不少人都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够去远一
点的地方，让大家相聚的时间长一点。在
去年年底举行的失独家庭新春联欢会上，
方钟琴告诉大家，等暑假时一定带他们去
看一次海，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

大家翘首期盼的同时，方钟琴和她的
同伴却忙着筹款、对接旅行社、准备物资、核
实人数。终于等到7月11日，当大家坐上
大巴车，看着熟悉的面孔，大家才觉得盼了
半年的海边之旅终于成真了。

在两天时间里，大家朝夕相处，增进了
彼此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陪伴和

倾诉中，他们再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鼓
起了继续前行的勇气。

“感谢‘心连心’，正是因为你们的付
出，让我们有了这次难忘的海边之旅。希
望不久之后，我们能再次相聚。”在返程的
大巴车上，叔叔阿姨们纷纷向志愿者表示
感谢，并表达了对下一次相聚的期待之情。

“心连心”搭桥 60多个失独家庭相聚海边

■记者 贺一萍

本报讯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
次谨信……”道南书院传出琅琅读书声，体
验过沃盥礼、拜师礼的孩子们，对这里接下
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昨天，湘湖国家
旅游度假区“小候鸟工作室”成立，度假区
企业职工子女暑托班也正式开班，

解决企业职工“孩子去哪儿”的烦恼，
开办暑托班是一次全新的公益尝试。面对
家长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两难选择，
今年6月，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小候鸟工
作室”的筹备工作就开始了。“利用现有资
源组织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是个纯公益项
目，着力为度假区企业职工解决孩子‘看护

难’问题。根据前期报名的人数，我们把
‘课堂’搬进了道南书院。”跨湖桥景区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说。道南书院是
为纪念北宋理学家、湘湖筑湖功臣杨时而
建，于2018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湘
湖国学教育基地、青少年学生第二课堂活
动场馆，在这里开设以国学为主题的暑托
班非常应景。孩子们不仅能学习湘湖文
化，陶冶国学情操，还能让他们感受到父母
工作的不易，树立起自己的职业目标。

带班老师主要来自大学生就业见习基
地，多位优秀师范生作为首批“小先生”上
岗。小汪是个阳光大男孩，一来就和孩子
们打成了一片，“我是英语专业的，在这里
管理课堂、辅导作业，不仅是一次职场初体

验，也将让个人技能大幅提升。而且这里
国学氛围很浓厚，能参加这样的爱心暑托
班很有意义。”

“小候鸟工作室”首期暑托班周一到周
五开班，为期一个月，除了辅导作业和自主
阅读，还有古文学习、书
法课、茶艺课和博物馆研
学等。据了解，待第一期
结束后，“小候鸟工作室”
将总结经验，提升管理水
平，为扩大托管范围做好
充分准备，让在湘湖工作
的爸爸妈妈们没有后顾
之忧。

国学暑托班开班“小候鸟”开启幸福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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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近日，“萧山出现自称是
免费清洗抽油烟机的人贩子”“小区里
有人以免费清洗油烟机的名义上门，实
际上是为了拐孩子”等相关信息、截图
迅速在萧山小区业主群、朋友圈流传。

据了解，大家说的拐卖儿童的人，
是一外省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在
逃人员。这则悬赏通告是河南新乡警
方在7月2日发布的。目前河南警方
对此人还在通缉中。

经核实，萧山公安近期未接到这
方面警情。最近几天，多地警方也已

经就“出现自称是免费清洗抽油烟机
的人贩子”的信息进行辟谣。

警方提醒，遇到此类信息，可向公
安机关核实真伪。在生活中，遇到不
明身份人员敲门，在不确定其身份时，
保持警惕是对的，但也不能捕风捉影，
凭自己臆测下结论。希望广大市民朋
友切勿随手转发未经审核的信息，一
起自觉抵制谣言，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安全的网络环境。公安机关将依法调
查处理造谣者。暑假期间，孩子们在
家时，家长也要为孩子树立好安全防
范意识，多让他们了解自我保护的方
法，以避免意外的发生。

网传萧山多小区有人借清洗油烟机拐卖孩子？
萧山公安回应：谣言！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邹紫 孔亚飞

本报讯 对于达达（化名）而言这
个暑假本该是一个快乐、幸福的暑假，
因为刚刚中考完的他从贵州来到萧山
和爸爸妈妈团聚，但是一场意外打破
了这份幸福。回忆起事发时的一幕，
达达全家都心有余悸。

事发当天，达达正和另一个14岁
的男孩彭彭（化名）在父母工作的工地
上玩耍，看到一把射钉枪放在地上，感
到新鲜的两人便拿起“枪”把玩 。彭
彭突然想到爸爸平时都会拿着这把

“枪”在墙上打，出于好奇他便举起
“枪”扣下了扳机，但是万万没想到的
是达达就背对着他站在前面……

“啊！”伴随着一声惨叫传来，工地
上的大人们纷纷跑过来查看情况，只
见达达一脸痛苦地倒在地上。达达父
母赶紧上前查看情况，发现达达背后
满是鲜血，整个人已经痛得说不出话
来，大家立刻把达达送至区第一人民
医院急诊抢救。

根据达达的CT检查显示，孩子的
左侧胸部有异物刺入，伴左侧气胸，肺
部受压达30%，情况非常危急，需立即
进行手术。术中医生发现，刺入达达
体内的是一颗U型针，且已经把达达
的肺扎了一个0.3cm的小口。

好在手术及时，经过一个小时的
手术，达达脱离了危险，转入病房进一
步治疗。

主刀的胸外科、心脏血管外科主
任朱江说：“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射进
的是直针，很容易形成穿透伤，那孩子
的情况会更加凶险。”

对此，朱医生温馨提醒，遇到锐器
刺伤或贯穿伤时，绝对不能将锐器拔
出，若有出血现象，可以按压止血，并
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医。

随着暑假的到来，孩子安全事故
层出不穷。在此，朱医生也提醒广大
家长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在
工地、河边等风险系数较高的场所，更
是要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给孩子一
个平安、快乐的暑假生活。

两男孩装修工地玩耍
“嘭”一声“枪”响 钉子射进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