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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行业倡议 浙商银行春节期间做好金融服务
新春将至。无论是返乡团聚，还是旅行出游；不管

是置办年货，还是理财增金，都离不开安全、便捷的金
融服务。

在2月9日召开的银行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
银行业协会发出“关于做好春节期间银行业金融服务”
的倡议，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金
融服务，包括“明确金融服务重点、改进金融服务方式、
保障金融服务安全、改善金融服务环境、提高金融服务
质量”，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新需
求。

对此，浙商银行多措并举，响应行业号召，从丰富
理财产品供给、开设“春运”资金直通车、提升客户用卡
安全、备足新春刷卡优惠等多处着力，为广大群众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提供暖心服务。

高收益+流动性，才是好理财
春节假期，人闲钱不闲。不少人已经拿到了年终

奖或是压岁钱；而各家银行也在岁末年初的理财旺季，
争相推出了各色理财产品；因此，犒劳自己和家人之
余，合理分配富余资金、筹划春节的“生财之道”，是再
好不过的选择。

据浙商银行理财师介绍，新春期间理财收益较平

时有所上浮，不仅高于本行推出的其他同类理财产品，
而且在市场上也很有竞争力。此外，考虑到部分客户
有流动性资金的需求，购买了浙商银行理财产品的客
户，如在中途有资金需要，也可随时通过线上渠道进行
理财转让，或可通过浙商银行的增金财富云进行质押
贷款。

“理财产品的收益水平和风险级别密切相关，客户
应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相应的理财产品。”
浙商银行个人银行部营销推广中心总经理李伟庆说。
据了解，该行在 2018春节推出了多款新春特供理财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达5.60%。

此外，春节期间人们多要返乡过节，大量资金也将
随之汇往家乡。与铁路、民航春运客流攀升类似，数万
亿元计的资金也正在银行体系内进行着另一场春运。

为实现更安全、便捷和低成本的资金融通，浙商银
行实行个人客户结算电子渠道全免费，为“春运”资金
开设了免费“直通车”：即所有个人客户通过浙商银行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转账机、ATM等所有电子渠
道都享受跨行转账免费服务。

畅快“血拼”勿忘用卡安全
春节假期自然是刷卡消费的高峰期。畅快“血拼”

之时，用卡安全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互联网+”时
代，线上线下、境内境外，消费场景和刷卡方式都更为
多样，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就更需周全完备。

为了保障持卡客户权益，浙商银行上线了全天候
系统，监测信用卡交易。当发现可疑交易时，银行将第
一时间与持卡人联系，确保持卡人及账户资金安全。

浙商银行信用卡部风控中心总经理李松青为客户
的用卡安全支招说：“持卡人务必妥善保管好卡片、密
码、信用卡安全码、卡片有效期等重要信息，不要向他
人透露，以防欺诈；同时还需关注信用卡消费短信，若
收到非本人交易的异常消费短信时，应第一时间联系
银行，看是否卡片被盗刷。”

此外在他看来，随着近年来出境游的普及，境外刷
卡消费频次明显上升。“因大部分国家没有完成芯片迁
移，尚在使用磁条交易，故更需选择正规商家使用信用
卡，避免卡片信息被侧录或窃取。”同时，在进行网络或
电话购物时，需使用安全的网络，尽量不在不安全的公
共网络进行网购，更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网络链接及
邮件。

备足用卡福利迎新民俗
2018春节怎么过？一份中国旅游研究院等机构发

布的 2018年春节长假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
3.85亿人次选择旅游过年。据调查，一季度有出游计
划的人群中，48.9%的居民选择在春节期间安排出游。

旅游过年成新民俗。为了便利出游，在保障客户
用卡安全的同时，浙商银行也备足了优惠福利。如新
春之际，使用浙商银行银联信用卡在穷游商城中选购
旅游产品，可立减38元优惠；12306订票也可享受满50
元随机立减的优惠。

此外，对于境外出行的游客，浙商银行也准备了福
利。春节期间，在境外使用该行银联信用卡进行 POS
刷卡消费，消费累计达一定金额可返现 100-500元不
等。同时，游客持浙商银行借记卡在境外ATM取现，每
月前3笔免手续费；在电子银行渠道进行境外汇款也免
手续费。

针对离境退税，浙商银行推出“无忧退税”增值服
务。游客只需在线提交退税申请，即可享受退税全流
程服务，包括退税业务咨询、免费材料速递、免手续费
退税、流程跟踪等，再也不用在机场退税窗口排长队。
近期浙商银行的微信银行也将上线回国退税入口，进
一步方便出境游群体。

关于余杭区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名单的公示
根据《余杭区美丽乡村专项行动实施细则》和

《余杭区美丽乡村建设竞争性申报创建实施方案》，
我区新一轮美丽乡村建设实行竞争性申报制，采取
自主申报、竞争建设方式确定创建村名单。前一时
期，全区各地按照美丽乡村创建要求，大力推进农
村环境整治，注重发动群众参与，积极开展第三批
美丽乡村创建申报，得到了广大村民群众的广泛响
应和支持，形成了良好氛围。

通过开展资格审查、现场核查和组织评审答辩
等程序，综合评估各申报村前期工作、群众发动、创

建方案及现状基础条件等情况，经区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确定了全区第三批美丽乡
村精品村创建名单（附后）。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公
示期三天，即 2018年 2月 13日—2018年 2 月 15
日。如对名单中各村在存量违建消除、安全生产、
消防、低小散差行业整治等方面存在异议的，公示
期间请向余杭区农办（农业局）城乡统筹科反映。

联系电话：86225663。
余杭区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2月13日

余杭区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名单（共22个）
运河街道螺蛳桥村；塘栖镇三星村、莫家桥村、

柴家坞村；崇贤街道崇贤村、大安村、北庄村、沾桥
村；仁和街道东风村、新桥村、永泰村、葛墩村、东塘

村、云会村、双陈村、洛阳村；余杭街道竹园村、义桥
村、溪塔村、下陡门村；闲林街道云栖村、桦树村。

余杭区第三批美丽乡村精品村申报创建未入围村名单

村名
塘栖镇西河村

崇贤街道沿山村

仁和街道东山村

仁和街道栅庄桥村

余杭街道上湖村

实地检查存在问题
存在不雅观搭建、围栏，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

存在不雅观搭建，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

存在不雅观搭建\低小散作坊，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

存在不雅观搭建，乱堆乱放等现象

存在不雅观搭建，低小散作坊，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

上述各村经整治后，通过核查的可补充列入第三批创建名单。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遗失启事
遗失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俞鹏鹰建材商行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1004942540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俞鹏鹰建材商行注册号：
330184600251225，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07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六联塑料制品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8438459763，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2016年12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塘栖镇多友自选商场代码：133011730339、
号码：00394104的通用机打发票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塘栖镇陈建忠装饰材料商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2330110MA2BQA0936，杭州市余杭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01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金怡、沈超位于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南苑 14幢 1
单元1003室房产的契证，证号：3301252016000824，声
明作废。
遗失孙家飞士兵证一本，号码为1001136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珠美鞋业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单位公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研几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3300171320，号码：2239904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东湖街道农机管理服务站物资经营部银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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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2月10日——13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小马宝莉大电影 12:40 25元

南极之恋 14:20 30元

天迹可寻 18:40 25元

公 告

杭州黎浩商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
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8年2月13日

杭州黎浩商贸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职场信息

2018年运河街道人力资源招聘周通告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人力

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台，
让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场
所，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运河街道办事处研
究，决定于2018年2月27日至3月5日开展人力资源
招聘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聘活动时间：
2018年 2月 27日-3月 5日，每天 8：30—16：30，

会期7天。
二、招聘活动地点：
运河街道褚家坝社区（兴旺工业城广场润达大

厦对面）
三、乘车方式：

应聘者乘坐K772、K769公交车直达
四、报名方式：
请需设台的招聘单位可以在余杭招聘网 www.

hzyhzp.com在线报名，或填写好《用工需求表》并携带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到运河街道办事处
社会事务管理科报名；有意前来报名应聘人员，请携
带好身份证、学历证书、技能证书及就业援助证等相
关证件。联系人：吴超，联系电话：86212101

五、其他事项：
本次招聘会不提供帐篷、桌椅等相关设施，需招

聘单位自行准备。
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余杭区人民政府运河街道办事处

永乐理财预期收益高至5.68%

详询95527或银行网点客户经理
（理财专线89188113/ 89188585）

浙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地址：
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532号
垂询电话：89188680/89188701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

本行的任何要约、承诺或义务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
127天型

永乐2号
127天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6025

AC6026

AC6023

BC6068

BC6069

业绩比较基准/预期年化收益率

5.58%

5.57%

5.68%

起点金额

守岁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迎新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新客户专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守岁款
2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迎新款
2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认购期

2月15日
-2月21日
2月16日
-2月21日
2月13日
-2月21日
2月15日
-2月21日
2月16日
-2月21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较低风险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1000583840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东湖街道农机管理服务站物资经营部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993301000583840N，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依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10077324724W，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2015年12月0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刘国良装饰材料商行注册号：
330184600513027，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09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下列不动产申请登记，申请人张荷艳提供了张荷
艳与申请人张可欣为母女亲子关系的司法鉴定检验
意见书，出具了书面承诺，承诺与张可欣的母女关系
的真实性并愿承担由此引起的经济、法律责任，但无
法提供其他监护关系证明。申请人提供其他监护关
系证明材料确实困难，现向社会征询异议，征询异议
的期限为十五个工作日，如有异议，可通过书面方式
向我中心反映，期满后无异议的，我中心将按规定予
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权利转移：
1、出让方：浙江南都置业有限公司 受让方：张荷

艳 （411328197608212805） 、 张 可 欣
（411329200608250028）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
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绿野花语苑70幢3单元401室。

联系电话：0571-88769082
联系地址：杭州市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吴家门路8号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8年2月13日

征询异议公告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下列不动产权利人因保管不善，将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原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声明作废。

编号：杭登公字[2017]余0099号

公告单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声明人

田玉霞、张家琦

方星潮

张超、孙芳

张超、孙芳

余杭区塘栖房地产管理所

李军

李军

权证类型

不动产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温莎苑5幢2单元1403室
余杭镇工农道地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凤仪家园14幢1单元402室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凤仪家园14幢1单元402室

塘栖镇西小河振兴桥旁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荷花小区24幢三单元602室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荷花小区24幢三单元602室

不动产证号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028732号
余房权证余改字第01212号

余房权证临移字第16521030号
余房权证临移字第16521031号

余房权证塘字第05117号
杭余房国用（2002）字第02184号
余房权证临改字第06042号

声明原因

遗失

灭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