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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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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预告
2018-07-13 08:20-17:20 独圩H817线碧水开关

站荆山庙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丰社
区荆山庙一带；07:20-18:00 城丰开关站朱山H5434线
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潘板集镇愈家埝小
区、余杭水务公司(俞家念泵站)、小古城村朱山、小古
城村水磨里、三星工艺玻璃厂、精益机械模具厂、国光
旅游用品厂一带；城丰开关站古城H5574线开关：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顺荣旅游用品厂、小古城村小
古城、锦程实业厂一带；07:20-18:00 城丰开关站凤凰
丝厂分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中国电信
余杭分公司、潘板集镇凤凰丝厂、盛达塑料公司一带；
09:00-15:40 运河农居点三期1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良渚街道:运河农居点三期一带；07:00-15:30 葛
家开关站 I段葛家G914线大井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葛家车村1组、葛家车村2组、葛
家车村 3组、永固防雨制品厂、蓝翔汽轮机厂、牧森服
饰公司、立新服饰厂一带；08:20-17:00 海圩开关站
龟山G867线海圩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
栖镇：杭州余杭超丁股份经济合作社（海家圩机埠）、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杭州灵鑫
食品有限公司一带；07:40-18:30 白云H884线（小镇开
关站-中桥开关站）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中
桥村黄婆庙、生荣建材厂、中桥村野凤岭农庄、高氏水
泥制品厂一带；08:40-18:30 长河H616线嘉讯开关站
交警大队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
润安置业基建工地、学军中学基建工地一带；08:
40-18:30 南湖H709线贸易中心分线：浙江省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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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东畅电器有限公司于 2018年 04月 20日在
《青年时报》刊登注销公告。现经股东商定：决定重新
发展该公司，故终止公司清算、取消注销。

2018年7月12日

公 告

公 告

遗失启事
陈菲菲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第二联和第四联，代
码：233001190145，号码：00981257，声明作废。
陈苹苹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第二联和第四联，代
码：233001190145，号码：00981258，声明作废。
陈微微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第二联和第四联，代
码：233001190145，号码：00981265，声明作废。
遗失袁冬梅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一本，号码为
02000333000080002016009869，声明作废。
遗失周文英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4101140748，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运河街道月英棋牌室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110MA28UAH82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 2017年 06月 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雷敏玲位于临平星火小区3幢306室房产的契证，
证号为18402060004186，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金壁之都娱乐有限公司浙江省增值税普通发
票三十七份和税控盘，发票代码：3300173320，发票号
码：13074959-13074995；税控盘号码：661602556207，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智如广告策划有限公司税控盘，税控盘号码：
499910652978，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创载贸易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一本，代
码为G1033011004901100J，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李序一小吃店注册号：
33018460092596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9月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凌红燕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一本，号码为
02000333000080002016007898，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熊桂花副食品店，许可证编
号：SP3301841350124890，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
杭分局于2013年03月21日核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纳税人孔麟，编码：330125196410014111，因保管
不当遗失由杭州市余杭地方税务局余杭税务分局开
具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第一联，税票字轨号
为（171）浙地现，票证号码为 02046157，金额：30750
元，
特此声明。
遗失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谢泽润小吃店注册号：
33018460086467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5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谢泽润许可证编号：
JY23301100142536，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7月25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阿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
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824740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戚嘉斌餐馆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110MA28UU4X9E，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 2017年 07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余杭区余杭街道:南安安居小区、凤兴一区小区、农贸
市场、宝林路一带；06:30-14:30 龙安 G049 线-龙安
G0495开关，龙安G0496开关之间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经济开发区：龙安 2组、衢州交通建设、粮食收储
基地、乾元社区一带；08:20-18:20 闲镇H727线棠梨
开关站茅草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
联荣村 6组茅草山、浙消宿舍一带；06:30-14:30 龙安
G0495开关-龙安G0496开关-龙安G0498开关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龙安 2组、衢州交通基建、粮
食收储基建、乾元社区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30111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7月10日—— 7月12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我不是药神
12:40 18:50 30元

暹罗决·九神战甲
14:20 25元

关于对崇贤港区实施交通严管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崇贤街道港区周边道路交通环

境，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交通拥堵压力，确保道路交
通有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 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崇
贤街道港区路段实施交通严管措施。现将有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实行时间：自2018年7月10日起实行。
二、严管道路：崇贤街道拱康路（运河路口至通

钢国际）
三、严管措施：该路段已施划道路禁止停车标线

（路边黄实线），增设禁停标志。如在该路段违法停
车，交警部门将按照违反禁令标志、标线依法进行处
罚（罚款并记分）。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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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发布第5期
“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AMI）”

中信银行近日发布了第 5期“资管经理人景气
指数（AMI）”。该指数以 50%作为银行资管行业景
气度的分界点，AMI高于50%时，反映银行资管行业
景气度较高；低于 50%，则反映银行资管行业景气
度较差。第 5期AMI为 44.4，相较于前四期呈现持
续下降走势，继续处于荣枯线以下，反映银行资管
行业景气度较差，行业信心持续较弱。

第5期AMI继续使用分类指数对银行资管行业
进行了全面刻画。东部景气度走低，中西部基本维
持。东中西部地区景气度差异缩小，但均位于45以
下。三大区域连续四期全部处于荣枯线以下。本
期市场条件AMI为44.9，较上期明显回升，表明资管
新规正式落地后，银行资管行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
境不确定性有所降低。本期市场信心AMI恢复至
40.8，显示在资管新规正式落地后，资管经理人对行
业发展的信心有所恢复但依然持审慎态度。产品
成本AMI为63.1，大幅度好于上期，显示此前理财产
品收益率持续上行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客户需求AMI为46.9，较上期明显下降，第一次
跌至荣枯线以下，显示银行理财打破刚兑后，银行
理财产品的客户需求有所下降。产品发行AMI为
39.2，与上期相比回落明显，跌至荣枯线以下，显示
受资管新规落地影响，银行理财产品发行不畅；产

品创新AMI为 50.0，银行理财产品的净值化创新在
新规指引下回升明显。

投资管理AMI录得42.1，较上期进一步下降，持
续处于荣枯线以下。新增资产收益率指标回落至
53.8，虽不及前期，但显示当前所投资产的收益性依
然较好。员工数量AMI为 53.1，持续处于景气度以
上，显示各家机构正在为资管业务转型做人力资源
储备。中收完成和资产配置速度AMI持续处于景
气度以下，分别为34.6和26.9，显示当前资产配置速
度进一步放缓，中收实现情况较差。

短期看，银行资管处于转型发展的阵痛期，行
业景气度持续偏弱，AMI指数已跌至45以下。前四
期综合AMI及各分项指标AMI与我国银行资管行
业的发展实情相吻合，拟合度较高。

展望未来，银行资管将迎来规范发展新时代。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系资管在大资管行业中占据主
导地位，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收入水平
持续提高，多层次资本市场日益完善，银行资管发
展空间广阔、前途光明。

AMI指数由中信银行资管中心研发，主要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范围限定在理财业务规
模排名前 150的银行，按季在“中信银行资管”微信
公众号（微信号：zhongxinziguan）发布。

电工、焊工等技能和安全上岗证培训
叉车、行车、电梯等特种设备上岗证培训
大专、本科函授、网络（曙光）学历教育

杭州余杭区良渚文化技能培训学校招生招生
88770598
89008258
18968054678

教 育

杭州晶台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8年 02月 28日在
《每日商报》刊登注销公告。现经股东商定：决定重新
发展该公司，故终止公司清算、取消注销。

2018年7月12日

公 告

杭州言本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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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杭州言本服饰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永乐理财预期收益高至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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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理财子单元代码

AC3360/AC3361/AC3362/AC3363/AC3364
AD1052/AD2357/AD2358/AD2359/AD2360
BC3463/BC3464/BC3465/BC3466/BC3467
BD1076/BD2333/BD2334/BD2335/BD2336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5.32%
5.42%
5.37%
5.47%

起点金额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7月12日-7月18日

风险
等级

低风
险

较低
风险

关于重大活动期间径山寺限时开放的通告
径山禅宗祖庭文化论坛将于 2018年 7月 15日

在径山寺举行，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重大活动期间
径山寺院临时限制开放，对径山寺上山道路进行临
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8年 7月 15日 0时起至 14时
30分止

二、管制路段：长径线桐桥至径山寺，径山古道
三、管制期间将禁止所有机动车辆、非机动车、

行人通行（持有活动证件的人和车辆除外）。
四、管制期间公交586路禁止上山，大径山旅游

集散中心暂停市民（游客）接驳。

五、为缓解交通压力，长径线、双洞线等重点路
段在此期间严禁停车，管制时间外市民（游客）可在
大径山旅游集散中心乘坐免费接驳车辆上山。

以上通告请广大市民（游客）自觉遵守，由此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余杭区交警大队

余杭区公路管理处
径山镇人民政府
余杭区旅游集团
2018年7月12日

资产处置公告
杭州余杭晨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拟对一批资产

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拟公开竞价方式对外转让本
次公告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招标、拍卖、要约邀请公
开竞价、公开询价等方式。拟处置资产包括整体橱
柜、厨房电器、会议桌、展示柜等，拉菲、香槟、干红、
干白等进口葡萄酒，以及酒杯、餐盘等餐具。

公告有效期：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杭州余
杭晨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葛琴飞
联系电话：0571-86165211
联系地址：余杭区临平街道朝阳东路185号星星

大厦2201室
杭州余杭晨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2日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良渚“低小散差”企业失业人员再就业专场招聘会

为贯彻落实区委关于“三年活动、五大硬仗”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劳
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经研究，决定组织召开“低小散差”企业失业人员再就业专场
招聘会，欢迎广大求职者积极与会求职。

一、时间：2018年7月11日（周三）上午8:30
二、地点：良渚街道杜甫村严村里会所（永旺东门对面）
三、联系电话：88771916 88770877。

余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新城）管理委员会

杭州九维钢结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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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杭州九维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华夏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发行信息

地址 |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人民大道597号（新华书店对面）
理财电话 | 86163507 客服电话 | 95577 网址 | http://www.hxb.com.cn

理财热线：0571-86163507 微信公众号：hxhzgzpt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信息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产品名称

步步增盈
理财

增盈天天理
财增强型

新盈(新客户
专属)★★

升盈

龙盈系列
（净值型理财

产品）

发售日期

工作日9:00-15:40（申
购资金当日计息，赎回
资金次工作日到账）

每个工作日8:30-15:40进行申购/赎回，T+0交易，本金实时到账
2018/7/12-2018/7/18
2018/7/16-2018/7/20
龙盈1号
龙盈2号
龙盈3号

产品
成立日

2018/7/19

2018/7/23
两周开放
一次

每周开放
一次

两周开放
一次

期限
（天）1天≤投资期＜7天7天≤投资期＜14天14天≤投资期＜30天30天≤投资期＜90天

投资期≥90天

183
258
193
261
358

每月5日、20日开放（高净值客户专
属）

每周第一个工作日9:00-15:00进行申
购/赎回

每月14日、28日9:00-15:00进行申购/
赎回

产品
到期日

——

2019/1/18
2019/4/3
2019/2/1
2019/4/10
2019/7/16

预期最高
年化收益率4.15%4.45%4.75%5.00%5.10%

4.30%
5.25%
5.30%
5.10%
5.15%
5.20%5.62%（较上一开

放日收益率）5.57%（近7天年
化收益率）5.29%（较上一开

放日收益率）

认购起点
（万元）

5

5
5
5
20
100
10
10
5

销售渠道

柜台、网
银、手机

柜台、网
银、手机

柜台、网
银、手机、
华夏e社

区

柜台、网
银、手机

风险评
级

稳健型

稳健型

稳健型

稳健型

平衡型

平衡型

稳健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