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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金融热线电话

89280377 86238964
公司产品咨询电话 86236377
国际业务垂询电话 86230906

浦发银行理财产品一览 浦发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临平北大街150号 理财热线：86231715
浦发银行余杭东海花园支行
地址：临平南大街128号
理财热线：57893607 57893608
营业时间:9:00一18：30
浦发银行余杭科技城支行
地址：文一西路998号4幢 电话：86231612

注：理财销售日期及收益率按每期发行公布为准

产品名称 销售起止日 起点金额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产品类型/风险

非保本浮动/较低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35天计划

同享盈增利之代发客户专属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389天）

天添盈增利1号净值型理财

易盈利净值型理财计划（零售专属）

每周三至至下周二

每周三至下周二

每周三至周二

每周一至周五

每周三至周二

T+1

T+1

每周一至周五

T+0

T+1

5万

30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5万

188天

91天

184天

123天

93天

35天

90天

389天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5.18%

5.18%

4.83%

4.90%

4.77%

4.42%

4.75%

4.85%

4.12%

3.99%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记者 宋晗语）张金宝是超丰（杭州）纺织
品有限公司设备部机修班班长，区总工会兼职
副主席，全国劳模。从普通职工，到工会主席，
到全国劳模，对于“职工”两个字，他很有发言
权。他认为，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当踏踏实实。

1999年，刚从学校毕业的张金宝被超丰（杭
州）纺织品有限公司录用。刚工作，张金宝没有
太多实操经验，但他有上进心，通过不断学习，
很快就基本掌握了染整设备的维修技术。

2002年8月的一天晚上，狂风暴雨，此时公
司染整部和制衣部的机器正在紧张忙碌地工
作着，突然一个震耳欲聋的响雷造成公司配电
间电源短路跳闸，公司顿时黑暗一片，只有应
急灯透着一点光亮。然而此时染色机里几只
染缸已加满了染料准备染色，如果不及时送电
工作，染缸里的布超过30分钟就会报废。接到
公司电话后，已经下班的张金宝顾不上狂风暴
雨，骑着摩托车迅速赶到车间，经过及时抢修，
很快合闸送电，车间又恢复了生产。抢修完，
张金宝回家，刚脱去湿透的衣服，忽然又接到
公司电话，因为打雷，车间里再次停电。挂上
电话，他二话不说又赶到公司，当机立断启用
发电机给车间送电，避免了公司的重大损失。

在机修岗位上工作，张金宝从未觉得自己
是个“出了问题才需要上场”的职工。善于思
考的他总想着为公司多做事情，大小车间都有
他的“发明创造”。

2006年，公司推广绩效考核制度，为了让
制度落实得更好，张金宝研制出了一个考核计
时器，安装在样衣制作组的缝纫机上，在缝制
开始前按一下计时器的按钮，计时器就开始工
作，样衣制作完成时再按一下计时器，就能得
出制作这件样衣的具体时间，公司在考核数据
时工作量大大减少，精准度却大大提升。

由于公司成立早，很多设备老化，生产中
容易出毛病。但如果换新设备，公司资金压力
将大增加。张金宝通过自己的维修实践摸索
出的经验与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工作之余对陈
旧设备进行改造，同时也带领设备部的其他职
工根据生产需要，自己动手设计研制零部件。
最后，不少新配件都派上了用场，组装在旧机
器上，陈旧的设备像新设备一样投入生产，企
业也因此翻开了自主创新的新篇章。

有人对张金宝不理解，他父母远在河北，
孩子年纪还小，明明可以在兼顾工作之余多抽
出点时间陪陪家人，为何他要这么拼？他说：

“我觉得家事再大也是小事，厂事再小也是大
事。既然在这个岗位上了，那就要把自己所有
的力量都使出来。”

张金宝始终坚守在一个岗位，做精一件事
情。踏实做人，精益求精，张金宝早已不止是
企业职工里的领头人，更是值得社会大众学习
的楷模。

公民道德宣传月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孙晨）昨日一早，
悠扬的笛声在中泰街道紫荆村上皇水
库边响起，几名年轻人立于水库边的
竹排上，合奏着美妙的乐曲，令观众听
得入迷，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学生。当
天，中泰举行竹笛人才交流活动。竹
笛演奏活动中，本地“笛二代”拿出看
家本事，献上一个个精彩节目。随后，
他们还带着洋学生参观苦竹园，了解
竹笛制作工艺流程，并给他们上了一
节竹笛普及课，让他们亲身体验吹奏
竹笛的乐趣。

目前，中泰街道有各类笛箫加工
制作企业（作坊）160多家，相关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日韩一带，销售
量占全国市场的 85%以上，年总产值
达 3.4亿元左右。“我们希望通过政府
搭台，举办各类关于竹笛的主题活动，
进一步提升中泰竹笛的影响力。”中泰
街道负责人表示，今后中泰还将组织
当地竹笛经营者们一起来举办一些活
动，通过擦亮“中国竹笛之乡”这块金
字招牌，振兴乡村经济。

电影《漫城》在鸬鸟开机

本报讯（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张海林）
昨日，由杭州星合尚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东
阳大玩家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漫
城》在鸬鸟镇举行开机仪式。

《漫城》讲述了原本在大城市工作的尚佳
因感情失意，来到古镇漫村解决当地民宿缺乏
客源等经营问题的创业故事。

《漫城》将视角对准了美丽的鸬鸟，展现出
新一代年轻人克服工作与竞争压力，积极响应

“美丽乡村”建设号召，返乡创业的心路历程，
也展现出拥有得天独厚自然生态优势的西部
山镇鸬鸟，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
游发展、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作为大部分主场景的取景地，鸬鸟镇的山
沟沟景区、黎鹰牧场、“溪上缘舍”民宿等地凭
借优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为影片的创作
拍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据悉，整部电影的拍
摄预计将于今年9月底完成，2019年1月上映。

全国劳模张金宝：
把平凡工作做到极致

中泰悠扬笛声
引来洋学生

张金宝在检修设备

（上接第1版）
数字最有说服力：
从命名数量看，此前，梦想小镇已经

于 2017 年被命名为首批省级特色小
镇。全省已被正式命名的 7个省级特色
小镇，余杭占了2个。

从统计数据看，3年间，余杭艺尚小镇
累计完成投资80.5亿元，引进服装区域性
总部31家、互联网时尚平台18个，405家
时尚企业落户于此。在影响力上，24名中
国十佳设计师以上的国内外顶尖设计师、
600余名新锐设计师，其中包括“国家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李加林，杭州钱江友谊奖获

得者、北美设计师ROZE等，全国19名金
顶奖设计师中有5名都在艺尚小镇筑梦创
业，这里已经成为引领时尚行业发展的典
范。

艺尚小镇作为余杭区政府与中国服
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联合打造
的“中国服装行业‘十三五’创新示范基
地”，是中国服装·杭州峰会、亚洲时尚联
合会中国大会的永久会址，也是亚洲时
尚设计师中国创业基地所在地，并获评
省级标杆小镇、入选全国首批纺织服装
创意设计试点园区（平台）。

从全区范围来看，至今年 8月，全区

省级特色小镇（含培育）累计完成投资
185亿元，落户众创空间40余家（其中国
家级4家），集聚创新创业人才2万余名，
入驻创业项目 2000余个，较好地引领了
区域经济发展。

特色小镇规划建设三年多来，余杭
省级特色小镇建设从无到有、从有渐
优。未来，余杭将继续坚定不移沿着“八
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全力推动我
区特色小镇建设再上新台阶、争创新优
势，争做全省小镇建设排头兵。

艺尚小镇成功入选浙江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
人工智能小镇入围省级特色小镇第四批创建名单

本报讯 （记者 潘怡雯 陈书恒 通
讯员 俞旭霞 何晓铭） 昨晚，临平街道

“运河二通道”新开挖段项目的征迁签约
工作全面完成，主要涉及的丁塘社区在3
天内顺利完成 92户农户房屋征迁协议签
订工作，为9月底前完成全部征迁农户房
屋腾空奠定基础。

运河二通道（京杭运河浙江段三级航
道整治工程杭州段）属于国家级重点交通
工程，北起博陆，穿320国道、沪杭铁路、沪
杭高速公路向南，止于八堡，全长 26.4公
里，计划于 2022 年亚运会建成并实现通
航。临平街道丁塘社区涉及1-4组位于新
开挖段余杭段的中间位置，征地约 233.3
亩。

自7月底启动项目征迁以来，临平街
道迅速制定针对性实施方案，特别成立
专项小组，由街道主要领导任总指挥，
强化统筹；下设政策组、后勤保障组、
工作一组、工作二组、拆房组、维稳安
保组、督查督办组、资金决算组、执法
保障组等9个执行小组，强化合力；依托
社区网格员的力量，密切街道、社区两
级合作；明确任务分工与时间截点，有
序开展入户走访等前期准备工作。由于
专项小组和社区工作人员政策吃得透、
解答够清楚，临平街道仅用时2天就完成
入户走访动员工作。

3 天内完成 92 户农户房屋的签约工
作，“最关键的还是老百姓配合，征迁政

策公平公开，党员干部主动带头作示
范。”临平街道党群工作科副科长徐径新
说，9月11日开始正式签约时，社区干部
俞春法是第一个主动签字的。一户带动
一片，第一天签约率就过半了。丁塘社
区书记戚华林说，“来签约时都是十几户
一起来”。昨天上午，社区 3组全组完成
签约。

“我和我儿子签字的时候都没看我家
征迁的面积，我儿子说看不看都一样，总
归不会让我们老百姓吃亏。”丁塘社区的
老党员俞文庆表示，“最满意征迁过程中，
街道社区把政策讲得够清楚，征迁规定和
标准都公开。”他说，他们组里十几户人家
私下算了算，“大家都差不多，一个标准。”

明年就满 70周岁的俞文庆对此次征迁很
满意，他说，街道根据前期民意调查，为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提前就近准备好了老
年人过渡安置房。“我去看过了，条件还可
以。”

下一步，临平街道将立即着手农户
腾空及拆除工作，预计 10月底全部完成
农户征迁和交地工作。同时，结合前期
入户走访工作，临平街道也对社区部分
区块的绸机作坊进行摸底调查以及整治
标准说明，为即将开展的特色行业“低
散乱”整治和年内即将启动的美丽乡村
建设奠定基础。

3天完成92户农户签约

临平街道“运河二通道”征迁签约全面完成

（紧接第1版）必须全力争当“打造展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的排
头兵，进一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宣传文
化阵地建设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会议要求，要抓根本、强思想，进一步唱响
价值引领的最强音；抓主导、扬正气，进一
步弘扬新时代的真善美；抓载体、建阵地，
进一步凝聚村社文化的正能量；抓关键、
重细节，进一步增强精神文明指数测评迎
检的自信心；抓特色、创品牌，进一步打造
精神文明和宣传文化的新高地。

会上，区教育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
管局、塘栖镇、临平街道、瓶窑镇、径山镇、
鸬鸟镇作交流发言。

进一步唱响
价值引领的最强音

本报讯 （记者 吕波 通讯员 刘自
力 石琰 吴程前）近日，黄湖镇清波村13
组鸣锣预警，随后监测和巡查人员带领一
批群众有序撤离并于清坡村避灾中心统
一安置。原来这是国土余杭分局联合镇
政府在举办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今年以来，我区出现气候年景不容乐
观的形势——台风影响频繁，梅汛期强降
雨维持时间和覆盖范围大于往年。目前
我区共有地质灾害隐患及监测点27处，强
降雨引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切
实提高我区相关镇街和受地质灾害威胁

群众的应急协调和防灾避险能力，检验应
急处置程序的合理性，增强受威胁群众的
防灾自救意识，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今年入汛以来国土余杭分局先后联合瓶
窑、鸬鸟、黄湖等镇，于杨梅坞社区、太平
山村、清波村等多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举
行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据介绍，各地的地灾应急演练均由国
土部门提前制定详细的演练预案，各村防
灾总负责人、巡查责任人、监测责任人、避
灾场所负责人现场密切配合，组织地灾隐
患点受威胁群众集体参与。正式演练前，

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先对地质防灾演练参
与人员进行预案讲解，针对当地隐患点情
况、避险转移的必要性、转移路线方式等
方面进行详细说明。演练命令下达后，地
质灾害检测人员随即发出预警信号，村干
部立刻做好应急组织，安排巡查监测人员
按预定路线带领群众撤离并向安置点转
移。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组织有力，
预警与响应快速。截至目前，各地演练均
达到预期目标，即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群
众全部疏散转移到指定的临时安置点。

地质灾害防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现“惠
民生、保稳定、促和谐”目标、落实“除险安
居”的必然要求。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演
练是应急预案与防治实践相结合的重要
途径，是检验应急预案是否科学、合理、可
行和有效的重要环节。国土余杭分局将
继续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组织更多受灾害威胁群众参与地灾应急
演练，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最
大限度地减少减轻因地质灾害造成的损
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提高抗灾避险能力 筑牢安全生命线 我区各地开展地灾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