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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余杭支行

江苏银行聚宝财富理财
我行存款产品推荐

我行理财产品推荐
具体产品以产品说明书等产品材料为准,详细产品信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

★10月至11月期间，每月10日-19日国债同步发行★

江苏银行余杭支行地址：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271号君临广场（市民之家南）
咨询电话：陶经理 88371102 厉经理 88371125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金 e融信用贷款：缴纳杭州市（包括余杭区）公积金800元以上，开借记卡后即可申请，纯线上
审批，不需提供任何资料，最高额度30万，真正实现秒贷，按天计息，随借随还，年化利率6.3%！

“智存宝”
三年期特色定期

人民币大额存单

1万起

20万起

3.767%
3.905%

3年
3年

支取灵活,提前支取靠档计息

产品类型

非保本浮动
收益系列

产品名称

专享5号1741
（VIP新客户）

专享1号1741
（新客户）

M6尊享1741
M12尊享1741

天添鑫溢

销售起点
金额

100万
5万

5、20万
5、20万
5万

预期年化
收益率

5.30%
5.22%

5.02-5.07%
5.12-5.17%
3.50-4.60%

产品
天数

98天
98天
182
天

364
天

灵活

产品募集
日期

2017.10.11- 2017.10.17
2017.10.10- 2017.10.12
2017.10.11- 2017.10.17
2017.10.11- 2017.10.17

申购、赎回期
每个工作日 9：00-15：00（T+0到账）

产品起息日

2017.10.18
2017.10.13
2017.10.18
2017.10.18

产品到期日

2017.01.24
2018.01.19
2018.04.18
2018.10.17

公 告
乾元社区（荷禹路项目）各回迁安置户：

根据街道回迁安置工作安排，乾元社区（荷禹路项目）回迁安置人口、户型登记核
对工作即将开始，为便于工作开展，现将登记核对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2017年10月12日至10月13日，每天8:30—16:30。
二、地点：乾元社区居委会二楼会议室（汀洲花苑北区东门）。
三、注意事项：
1、请携带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独生子女证等相关资料。
2、如逾期未前来登记核对的，视作对原户型选择无异议，按原《户型选择确认书》

确认的户型进行安置。
特此通知！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东湖街道办事处
2017年10月12日

遗 失
遗失下列高处作业证书，声明作废。

序号

1
2
3
4
5
6

姓名

许云芳

吴天祥

张家栋

高爱庆

朱伟

陶湧清

证书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证书编号

T330125197008173514
T330184198208253230
T330184198606146318
T330184198209215519
T330184198110010716
T330125192411300712

序号

7
8
9
10
11
12

姓名

邹文标

徐年堂

何松

鲁俊

王青松

叶庆

证书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

证书编号

T330125197408203217
T330125196601210350
T330125197805026111
T330184198910215517
T330184198308134511
T330184198410124512

环 球 视 野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 美国环境保
护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10日签署文件，正
式宣布将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气候政策
《清洁电力计划》。

美国环保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在对《清洁
电力计划》进行评估后，该机构认为这项政策

“超出了美国环保局的法定权限”，“废除《清
洁电力计划》将促进美国能源发展，减少不必
要的相关监管负担”。

普鲁伊特在这份声明中称，特朗普政府
致力于“纠正奥巴马政府的错误”，接下来美
国环保局将评估“最合适的前进路径”，“任何
替代规则都将通过倾听各方意见认真、恰当

并谦虚地制订”。
9日，普鲁伊特在美国“煤炭之州”肯塔基

州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清洁电力计划》是
要利用权力监管挑选美国发电行业的“赢家
和输家”，废除这项政策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发
起的“煤炭战争结束了”。

按照流程，普鲁伊特签署的文件将经过
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反馈后才会最终确定下
来，成为正式决定。

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名为
“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是要求“修改或废除”原定于 2022年生效的
《清洁电力计划》。

《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
的核心，要求美国发电厂到 2030年在 2005年
基础上减排 32％。此前，美国最高法院已于
2016年2月下令暂缓执行《清洁电力计划》，因
此该政策实际上从未实施。

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全国矿业协会称，《清
洁电力计划》会增加美国电网的不稳定性，实
际上是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废除这一计划能
为美国保存2.7万个矿业工作岗位，及相关供
应链上的10万个工作岗位。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最新估计称，废除这
项规定到2030年将节省因执行规定而额外产
生的330亿美元的遵从成本。所谓遵从成本，

指的是为执行政府法律法规产生的时间及金
钱上的额外花费。

特朗普政府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并不令
人意外。普鲁伊特是有名的气候变化怀疑论
者。在担任美国环保局局长前，他是俄克拉
何马州检察长，曾与另外 20多个州的检察长
一起把美国环保局告上法庭，起诉《清洁电力
计划》违法。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并于今年6
月宣布退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特朗普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做法遭到
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将废除《清洁电力计划》

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桩福岛核事故诉讼
案在全国大约 30起同类集体诉讼中规模最
大，原告团由大约 3800人组成，均为福岛县
以及毗邻的宫城、茨城、栃木三县灾民。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东部大地震
引发强烈海啸。福岛第一核电站因海水灌入
发生断电，其4个核反应堆中有3个先后遭遇
爆炸和堆芯熔毁，造成灾难性核泄漏。截至
2017年 8月底，仍有大约 5.5万人流离失所，
迟迟未能返回家园。

最新判决是继前桥、千叶之后的第三起，
日本政府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电公
司是否能预见海啸并避免核事故是本案的最
大争议点。

原告方面主张，日本政府部门曾于 2002
年发布一份有关地震的长期评估报告，表明
其能够预见到海啸，“日本政府让东电采取相
应措施的话，就能防止核事故发生”。

这份报告预测，今后 30年内，包括福岛
在内的日本海沟周边区域发生 8级地震、进
而触发海啸的可能性达到20％。

被告方面认为，长期评估结论并非已确
立的知识和见解，因此海啸无法预见。日本
政府还辩称，日本国会在福岛核事故后修改
立法，政府才有权强制要求核电运营商采取
措施，在福岛灾难前，政府尚无权这样做。

福岛地方法院 10日在判决中说，日本政
府有能力预见到海啸，本应阻止核事故的发

生。不过，法院对原告提出的恢复当地生活
环境、将居民住所附近的辐射值降低到灾前
水平的要求予以回绝。

今年 3月，前桥地方法院对一桩同类诉
讼作出裁决称，“海啸可以预见，事故也能防
止”，责令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作出赔偿。9
月，千叶地方法院对另一桩同类诉讼作出裁
决，未认定日本政府负有责任，仅勒令东电公
司作出赔偿。

据共同社介绍，上述三案的原告身份存
在差异。前桥、千叶两案的原告均为逃离福
岛灾区的人员；而此次案件的原告中，超过
80％的人员在核泄漏发生后仍然留在原先住
所。 （据新华社专特稿）

败诉！日本政府和东电被责令赔偿
日本福岛地方法院10日裁定，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在一桩福岛核事故索赔案中败诉，责令他们向原

告赔偿总额大约5亿日元（约合2925万元人民币）。

美日韩军机在日本海附近
进行夜间飞行演练

美国军方 10日说，美军两架战略轰
炸机当晚与日本和韩国战斗机在日本海
附近进行了飞行军事演练。

美军太平洋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空军两架B－1B轰炸机当天从关岛美
军基地出发完成了此次飞行。日本航空
自卫队和韩国空军分别派出两架F－15
战斗机和两架F－15K战斗机参加演练。

声明说，这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B－1B轰炸机首次和日韩空军进行联合
夜间飞行演练。此次演练意在展现位于
亚太地区的美军有能力保护美国本土，
也体现了美国与日韩坚定的同盟关系。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美军机近
期在东北亚活动频繁。

美国加州森林大火
致死人数升至17人

10月10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纳
帕，一架直升机在灭火。

8 日下午开始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北部森林大火10日继续肆虐，目前已造
成至少17人死亡、180人失踪。

据当地媒体10日报道，这场森林大
火还摧毁了2000多栋医院、学校、民宅等
建筑，超过3000名当地居民被紧急转移，
他们中许多人的房屋被彻底烧毁。

（新华社）

越南暴雨和洪灾
已导致20人死亡

连续 3日热带低气压导致的暴雨、
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已导致越南北
部和中部地区20人死亡，12人失踪。

越南预防自然灾害中央指导委员会
表示，越南中部的义安省和清化省分别
有8人和3人死亡，北部的山罗省与和平
省分别有 5人和 4人死亡。暴雨和洪涝
灾害还导致 5人受伤，大量农作物和房
屋被毁。

近几日，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出现
暴雨或大暴雨，造成部分地区洪涝、滑
坡、泥石流等灾情持续发展。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