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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拆违任务超额完成 2019年力争创建“无违建”街道

仁和：纵深推进拆违 建设美丽家园

10

股市——利好程度有限

记者梳理央行历次降准对股市影响，发
现股市的表现有涨有跌，并非出现单一的上
涨局面。具体而言，2014年以来，央行共降
准10次，降准之后的30天内，有4次股市是
下跌的，6次股市是上涨的。

那么就本次而言，属于利好吗？
“从目前来看，降准对股市属于利好，尤

其在当前股市持续低迷的状况下，有利于提
振市场信心，大盘指数已从 2400点左右涨
回2545点附近。但这次降准主要是针对小
微企业、民营企业，而不是证券市场，所以利

好程度有限。”东方财富证券资深投顾季菲
菲认为，当前股市低迷是大趋势，投资者不
能过于乐观，更不能追涨。

理财——收益率或将延续下跌

一直以来，购买理财产品都是不少市民
为资产增值的主要方式。

那么，此次降准对于理财市场影响几
何？浙金信托财富管理总部总监徐常伟认
为，央行降准之后，未来流动性有望进一步
宽松，所以理财市场收益率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

“去年 12月下半月开始理财市场收益
率略有反弹，目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徐常
伟建议，投资者可以在央行降准之前锁定收
益，提前配置半年以上的中长期理财产品。

融360数据显示，最新一周银行理财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 4.40%，较前一周小幅下
降。融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认为，降准之
后银行理财将延续下跌趋势。

楼市——房贷利率有望下调

刘银平认为，此次央行降准对于新购房
者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降准之后，银行可

贷资金增多，今年房贷利率有望迎来下调。
融360数据显示，2018年房贷利率普遍

较 高 ，银 行 首 套 房 贷 利 率 大 多 上 浮
5%-10%，最高上浮 25%，二套房贷利率大
多上浮10%-25%。

“虽然降准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大对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但楼市也难免
会从中获益，房企的资金压力会有所缓解。”
刘银平认为，目前楼市仍然处于严控阶段，
且不同地区所处的环境不同，房价未来的不
确定性因素较多，仍要密切关注政策层面的
变化。

乔司街道召开村社
工会工作交流会
本报讯（通讯员 沈芳英 记者 宋晗

语）日前，乔司街道召开村社工会工作交
流会。2018年，各村社工会围绕中心工
作，组织职工积极参与美丽余杭、平安余
杭、公共安全治理、低效园区整治等各项
中心工作。

街道各村社工会还积极开展规范化
建设，打造工会工作品牌，如永西村联合
工会创建工会民主建设和网上工会品牌
项目示范点；朝阳村联合工会开展工资集
体协商品牌项目示范创建；和睦桥村联合
工会开展职工文化阵地品牌项目示范点
的创建，工会氛围浓厚。2019年，各村社
工会将继续强化服务，打造一村一品牌，
努力创建具有乔司特色的品牌亮点工作。

我区今年继续发力

促进村社党组织
从“后进”到“先进”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我区日前召

开相对后进村社党组织整转暨第一书记
工作座谈会，区民政局、区农业局有关负
责人以及各镇街组织委员、2018年度相对
后进村社党组织书记、区派“第一书记”参
加会议。

会上，各村社党组织书记、区派“第一
书记”重点围绕 2018年度整转工作、成效
和下一步打算，逐一进行汇报发言，纷纷
交出了2018年度整转工作“成绩单”，描绘
了2019年度巩固提升的“路线图”。

会议指出，2018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2019年，要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一
二三四五六”抓谋划，通过抓党建工作进
一步提升基层组织力，并以此更好地推进
中心工作。会议要求，村社党组织要自我
发力，实现党组织从“后进”到“先进”的嬗
变；区派“第一书记”要持续用力，做好
2019年的巩固提升工作；镇街、部门要主
动作为，继续巩固整转成果，排摸新一轮
相对后进村社，同时做好换届准备工作。

南苑时代社区表彰
社区十大最美人物

本报讯（通讯员 汤水根 姚敏丽 记
者 陈坚） 日前，南苑街道时代社区对
2018年度社区十大最美人物进行了表彰。

这 10位社区最美人物包括最美先锋
党员、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新余杭人、最美
志愿者、最美和事佬、最美好家风家庭代
表、最美孝老爱亲家庭代表、最美环保家
庭代表、最美护河人、最美网格员等，他们
来自不同岗位，用美好的道德和行为，在
社区传播正能量。最美先锋党员许银子，
退休后身兼社区小组长、楼道长、妇联信
访代理员、社区巡逻队员、社区兼职网格
员等多种职务，常年活跃在志愿活动第一
线；最美护河人朱德荣退休后带着妻子积
极参与社区日常志愿服务。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央行降准对普通投资者有何影响?

“健身点这里原来是两间小房子，旁边
乱堆乱放的杂物有很多，小房子拆掉后新
建了健身点，道路也铺成了柏油路，方便了
大家出行。现在蒋家湾大变样了，变得越
来越好了。”村民蒋爱南说。

记者了解到，小广场和健身点原本是
几户人家重新选址造房后遗留的小房子，
自渔公桥村成功申报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
村以来，原户主主动让出近 500方的宅基
地。拆后土地如何有效利用，才能提高村
民幸福生活指数？村里经过讨论后，将这
几间不雅建筑和残留垃圾全部清理，并新
建起了健身点和小广场。“小广场不仅可供
村民们茶余饭后休闲娱乐，还可用作临时
停车场，为村民们提供方便。”渔公桥村委
会主任陈新华介绍，拆后利用改变了原先
杂乱的环境，老百姓居住的环境优美了，幸
福感也增强了。

渔公桥村的拆后利用只是仁和街道
“无违建街道”创建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仁
和街道拆违办主任黄以奎告诉记者，为了
更好地拆出发展新空间，改出美丽新家园，

街道防违控违办以违法建筑“五个必拆”为
原则，“六大专项”为抓手，以全域美丽为主
线，突出“一户多宅”“两路两侧”“低散乱”
等相关违建整治重点，不断推进拆违工作，
较好地完成年度工作目标。据统计，截至
去年 12月，已完成处置违建 2476宗，涉及
面积 55.32平方米，超额完成年度拆除任务
的 190.6%，为 2019年成功创建“无违建街
道”打下坚实基础。

围绕“应拆尽拆，以拆促整”的工作思
路，仁和街道在去年初以违法建筑“五个必
拆”为标准重启违建排摸工作，逐项逐类开
展核实调查，理清拆除重点，主要包括“一

户多宅”“两路两侧”“特色产业”等多种违
建类型。

以“美丽乡村”“四好农村路”“低散乱”
等专项整治工作为契机，街道按照定时定
量定区域的“三定法则”，对整治任务进行
细化分类，将存量违建清单下达至街道各
村社，并签订年度任务“责任状”。各村社
开展工作计划倒排、有序推进，并按照“每
日看进度、每月看通报”的工作节奏，营造
比学赶超氛围，提高拆违成效。

此外，街道还构建了防违控违体系，让
“无违建”成为一种常态化管理。根据新增
违建“零增长”的底线要求，形成街道防违

控违队员、村社网格长、专职网格员组成的
多重巡查交叉机制，各司其职、信息互通，
重点加强农户辅房改建和农村私人建房的
管控，全方位、多层次织牢防控网络。

“拆违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希望通过
拆后利用，给予老百姓更多生活空间，享受
到仁和的美丽风景。”黄以奎说，街道将围
绕创建“无违建”街道的目标，提早谋划、提
前行动，以“一把尺子丈量到底、一个标准
执行到底、一个政策贯彻到底”的态度，进
一步深化拆违工作向纵深推进，助力美丽
仁和建设。

近日，在仁和街道渔公桥村蒋家湾

组，几位村民正带着自家孩子到小广场上

散步。三个孩子骑着小车在小广场上嬉

闹玩耍，大人们则在健身点内一边锻炼一

边聊着家常，享受着美丽乡村带来的“福

利”。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孝

小广场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新去处 墙绘装点着村庄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中，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同时，表明2019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
据悉，此次降准将释放资金约1.5万亿元，加上即将开展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操作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所释放的资金，再考虑今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不再续做的因素后，净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
由于此次降准降的是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而不是存款利率，因此很多投资者认为降准和自己没有关系。但相关金融业人士认为，其实只要是降准，对金融市场都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

反应，从而也会影响老百姓的钱袋子。 记者 凌怡

近日，中小企业提升外贸风险管理论坛暨速贸通
平台与中信银行义乌分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义乌国
际商贸城四区新闻发布厅举行。义乌市商务局、金融
办、人民银行、商城集团等部门单位以及多个商协会和
印度、南非、土耳其等采购商服务中心代表出席本次论
坛。

外贸综合服务是国家层面积极倡导的外贸新兴业
态之一，而收结汇是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三大基础服务
（通关、退税、结汇）中的重要一环。由中信银行义乌分
行与浙江金士敦供应链有限公司共同开发打造的“速
贸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是新经济形势下银企合作实
现贸易便利化的创新举措。依托中信银行的外汇结算
体系和速贸通平台的真实贸易数据，可为大中小微外
贸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退税、融资、收汇、信保、物流、
进出口代理、外贸资金结算等一揽子全功能外贸、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同时，通过平台的数据整合进一步促
进监管与服务的便利化、合规化。

合作双方表示将为广大外贸人打造更加便捷的一

站式外贸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未来将通过对外综平台
服务的不断完善，与国际物流系统、仓储物流系统及报
关系统的全面对接，真正实现外贸服务全流程的无缝
流转，为外贸进出口企业提供切实优惠的同时，还能更
轻松地做外贸。

中信银行义乌分行携手速贸通平台打造
一站式外贸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产品名称

周周盈★★
月月盈★★

起息日

2017.8.23
2016.5.19

产品到期日

2020.8.26以自然周为投资周期

每月15号开放申购/赎回
（遇节假日顺延）

天数

无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认购起点

1万
1万

参考年化收益率

净值型（上期年化收益率为5.0185%）
净值型（上期年化收益率为4.5690%）

产品名称

恒梦钱包

丰利
系列★★

产品认购期

2019.1.8--2019.1.14

天数

天天理财

91天
126天
182天
273天

新客户专属
364天

认购起点

首次1万

5万

参考年化收益率

4.20%
4.80%
4.82%
4.84%
4.98%
4.93%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www.hfbank.com.cn

热销理财产品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不同理财产品风险，以当期说明书为准。

财富咨询电话：89283369 86206111
个贷咨询电话：89286150 89280019
地址：恒丰银行杭州余杭支行 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401号

扫码关注
了解实时
理财信息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对综合办公楼物
业管理服务及食堂外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
条件且具备本项目服务能力的单位前来参与投标。

一、采购项目名称:华数综合办公楼物业管理服务
及食堂外包项目

二、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三、预算金额：166万
四、服务年限：一年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基本资格要求：
1.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

条之规定。
1.2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开户许

可证
1.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税

务登记证》和《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或者近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
（纳税及缴费凭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委托他
人缴纳的委托代办协议和近三个月的缴纳证明（收据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者法定征收机关出具的依法
免缴税费的证明原件

1.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1.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2、投标人特定资格要求：
2.1投标人是余杭区行政事业单位2018-2019年度

物业管理定点采购入围单位；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若供应商已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税务

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手续的，只需提供
办理“三证合一”手续后的营业执照。

六、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方式及招标文件售价：
1、从2019年1月14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法定

工作日），每日上午 9时 00分到 12时 00分，下午 13时
00分到16时00分(北京时间)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法人代表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组
织机构代码证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资质证书等
证件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套到余杭经济开
发区新洲路 830号华数行政办公楼四楼总经办获取招

标文件，逾期不予办理。
2、招标文件售价：0元/套。
七、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1、兹定于2019年1月18日下午13时30分（北京时

间）在余杭经济开发区新洲路830号华数行政办公楼三
楼会议室开标，逾期送达的或者不按招标文件要求密
封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收。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开标仪式。

八、评标办法：综合评分法
九、采购人地址及联系方式：
采购人：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新洲路830号
联系人: 王强 电话：0571-57893009

杭州华数传媒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公开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