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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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净值重点产品：
产品代码
2301202556
2301212311
2301212316
2301212324
2301212327
2301193059
2301193055
2301203638
2301213473

2301213467

2301213760

产品名称
季季鑫（手机银行专属）3号

月月享盈定开4号（零售专属）
月月享盈定开4号（代发专属）
双周鑫最短持有期（零售专属）
双周鑫最短持有期（代发专属）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M款理财产品
悦盈利系列之12个月定开型M款

益升利多元均衡之一年期定开型A款
浦发银行多元系列之浦合3号

浦发银行天年优享17号

益添利稳健之一年半最短持有期

产品形态
91天/募集型固定持有期

1个月/定开
1个月/定开

14天最短持有期
14天最短持有期

6个月/定开
12个月/定开
12个月/定开
1年半/封闭式

3年/区间开放

540天/最短持有期

募集期/开放期
11月17日-11月23日
11月16日-11月22日
11月16日-11月22日
11月18日-11月22日
11月18日-11月22日
11月18日-11月25日
11月18日-11月25日
11月16日-11月23日
11月17日-11月23日

每日申购开放至11月29日，
期间只可申购

每日

业绩比较基准
3.45%-3.55%

3.20%
3.25%
3.15%
3.20%

3.40%-4.00%
3.75%-4.25%
4.10%-6.00%

4.75%

4.50%-5.50%

4.00%-8.00%

募集型固定持有期产品
产品名称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悦享123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77706

2301177704

定价（%/年）

4.05%

3.96%

申购募集期
11月12日-11月18日
11月19日-11月25日
11月15日-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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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1105条的规定，现将

弃婴、儿童情况公告如下，请

其生父母或知情人在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前来我中心认

领或与我中心联系，逾期将
依法送养和依法给予收养登

记。联系电话：82621753。

男婴（童）2021 年 7 月

27日出生，于2021年7月27

日捡拾于萧山区闻堰街道智

光恒越项目工地。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1年11月12日

●遗失原杭州市萧山区所前

镇三联村赵家坞庙宗教活动

场所登记证不慎遗失，登记

证号（FL0707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博弈图文设
计室公章、发票专用章、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11 月 17 日 8:30-16:
30检修天城A811线城庆开
靖港村分线 05/19#杆靖港
（胜联5#）16#变令克、城庆
开靖港村分线 05/22/A05#
杆靖港村15#变令克、城庆开
靖港村分线 05/23#杆靖港
（山前）3#变令克、城庆开靖
港村分线 05/22/A06#杆龙
腾物流令克：靖江街道龙腾
物流、靖港村一带；8:30-
11:00检修天城A811线城

庆开靖港村分线05/40/01#
杆靖港村5#变令克:靖江街
道靖港村一带;8:00-17:30
检修南街A817线红鹰开南

翔分线 41/06#杆交工集团

二十开关：南阳街道浙江交

工集团有限公司一带；0:

00-17:30检修清览B266线

变电所间隔开关：宁围街道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

等一带；0:00-17:30检修江

览B278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宁围街道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有限公司等一带；8:35-17:
30检修盛东C922线伟丰化
纤令克：新街街道杭州萧山
伟丰化纤纺织有限公司等一

带；8:35-17:30 检修盛东
C922线卓逸装饰令克：新街
街道杭州卓逸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等一带；8:30-16:
30检修惠兴变兴电A118线
变电站出线开关：北干街道
浙江省电信有限公司杭州分

公司附近及其周边一带；8:
30-17:30检修61/07#杆海
尔希畜牧科技开关：杭州海
尔希畜牧科技有限公司；8:
30-17:00 检修缪家村 17#
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
关及分支闸刀：所前镇缪家

村一带；8:30-17:00检修缪
家村6#变综合柜低压A路、
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所前
镇缪家村一带；08:30-17:
00检修凤凰村5#变综合柜
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
闸刀:衙前镇凤凰村一带;9:

00-12:00检修五联村1#变
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
及分支闸刀：新塘街道五联
村一带；13:00-16:00检修
朱家坛村10#变综合柜低压
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
新塘街道朱家坛村一带。

便民热线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11月16日
晚潮时间

12∶00

12∶24

13∶40

危险

高潮位(米)

3.60

3.50

3.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17日
早潮时间

23∶30

23∶52

01∶05

高潮位(米)

3.70

3.60

3.30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承智文化艺术学校经董事会表决通

过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单位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清算组电话：

15397165299

公 告 启 事

拍
卖
公
告

建设项目公示
杭州保颐置业有限公司拟在萧山经济开发区新街单

元（东至高新十一路，南至解放河绿化带，西至香樟路，北
至建设二路）建设萧政储出【2019】16号地块住宅项目。

依申请，对5#楼六层上跃层平面图，6#、13#、15#、
23#、24#、27#、28#楼七层上跃层平面图，22#、29#楼七
层上跃层平面图所涉及的YA-5户型进行优化调整，现
将调整后的图纸予以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可在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一楼、新街街道及项目现场进行查
询。

公示时间自2021年11月16日至2021年11月25
日，如有意见或对公示内容不明确的，请于公示期内书面
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萧山区市心北

路99号）506室，邮编311215，或将意见投递到现场意见
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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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联系电话：0571-83530626
建设单位名称：杭州保颐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电话：15600612185
设计单位名称：上海联创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电话：021-68818111
（注：如果对公示内容不明确的，请向建设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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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杭州湾信息港六期1号
楼101室租赁权，建筑面积约139.83平方米。起拍价
15.9万元；2、杭州湾信息港六期1号楼102室、105室
租赁权，建筑面积约229.48平方米。起拍价26.0万
元；3、杭州湾信息港六期2号楼102室租赁权，建筑面
积约225.21平方米。起拍价25.5万元；4、杭州湾信息
港二期F号楼105室租赁权，建筑面积约75.05平方
米。起拍价9.1万元。

所有标的用途均为轻餐饮或其他商业配套业态，
具体用途须经委托方同意。

所有标的租赁期均为五年，免租金装修期均为2
个月。标的起拍价均指该标的一年的租金，租金每年
不变，一年一交。

二、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 9：30 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进行网络拍卖。

三、标的物于2021年11月16日、17日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1年11月21日、22日（上午9:

00—11:30、下午 13：30—15：00），竞买人必须于
2021年11月22日15:00以前完成网络报名并将保证
金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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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随带有效证件等，并缴纳保
证金5万元/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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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为贯彻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
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
143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
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1〕
809号）、《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我省目录销售电价
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1〕377号）等文件要
求，现将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服务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1.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已发文取消浙江省工商业目录
销售电价，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分时电价、容
（需）量电价等继续按现行政策（浙发改价格〔2021〕377
号）执行。

2. 按照政府文件要求，自2021年12月1日起至12
月31日，我公司供电范围的工商业用户全部由我公司代
理参与市场购电。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
输配电价、基金及附加等组成，其中：代理购电价格由我
公司代理用户参与市场交易形成。2021年12月1日前

用户用电量按原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水平执行。
3. 选择进入市场的工商业用户，根据政府文件公布时间

起可选择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即日起，向发电企业
购电的用户可通过电力交易平台（http://zjpx.com.cn）进
行市场注册。仍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可在每季
度最后15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4. 对于选择由我公司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11月
10日起可在网上国网APP、供电营业厅等渠道，签订代
理购电合同。

5. 我公司将于每月底前3日通过网上国网APP、供
电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次月的代理购电用户电
价等相关购电信息。

我公司将始终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全力
以赴做好供电优质服务工作。用户如有其他问题请咨询
95598电话、网上国网APP在线客服或当地供电营业厅。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5日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关于开展代理购电服务有关事项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