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行营业部：下城区凤起路432号 86196400 81135997
城北支行：拱墅区温州路 71 号 88120776 88120780
余杭支行：余杭区世纪大道 176 号 89356520 89356517
大江东支行：萧山区义蓬街道义府大街519号 22872718 22872719
富阳支行：富阳区体育场路 217 号 61796400 63122336
滨江支行:滨江区滨盛路海亮大厦 86964558 86965308

萧山支行：萧山区市心北路 200 号 82335285 82335289
城西支行：西湖区天目山路 272 号 28102295 28102296
城东支行：江干区凤起东路135号 28351352 28351363
未来科技城支行：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号 88669959 88669963
城南支行：上城区之江路628号赞成中心 87790373 87790379

注：新晋财富客户：认购前在我行金融资产不满300
万元，认购后达到300万元。
新晋私行客户：认购前在我行金融资产不满 600 万
元，认购后达到600万元。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风险提示：以上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不等于
实际年化收益率。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更多资讯请关注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微信：njcbhz

直销银行下载请扫码二维码

新晋财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5.80%
产品名称

稳鑫保本（保证收益型）
季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月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晋私行客户）
季安享（新客户）
双季鑫（女性高净值客户）
杭州特供（金卡以下）

期限（天）
364/1092
91
63
182
91
182
126

预期年化收益率
4.60%/4.90%
5.80%
5.80%
5.80%
5.70%
5.45%
5.65%

起点金额（元）
5万起
20万起限购300万
300万起限购600万
100万起限购600万
10万起限购50万
20万起限购300万
20万起限购50万

销售日期

3.7-3.13

3.9-3.15

地处杭州市中心，投资的上佳选择，杭州中
河中路以西解放路187号，总层高18层，高层可
观西湖全景，是杭州市西湖边少有的优质资产，
现整体拍卖，欢迎有意者咨询、了解。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3月28日上午10

时整在杭州市体育场路221号浙江国际大酒店五楼

会议室公开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名称：杭州市上城区解放路 187 号

房地产；建筑面积8906.6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

积 1169.3 平方米。起拍价：16197 万元；参拍保

证金：1600万元。

二、本次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展示及咨询报名：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3

月27日16时止接受咨询、勘查标的与报名。报名

时请随带本人身份证或企业营业执照、公章及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书等有效证件（原件）并交纳相

应保证金参加竞拍。保证金须在 2018 年 3 月 27

日16时前到达拍卖人指定账户（户名：浙江三江拍

卖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开户行：建行杭州之江支

行，账号：33001616335053003425）。

四、报名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229 号浙江

粮油大厦7F

联系电话：0571-87984668 13505713649 胡先生

0571-85779936 13805737180 徐女士

五 、杭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电 话 ：
0571-86438491

浙江三江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中国拍卖行业 AAA 级企业 中国拍卖百强企业

杭州解放路187号房地产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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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财经大事

本报讯 昨天凌晨，历时 5 年建设、总投资 25 亿元的我省

最长成品油管道——中国石化浙江甬台温成品油管道，首次

输送柴油抵达末站温州瑞安滨海油库，标志着甬台温成品油

管道和配套油库一次投油成功。

中国石化浙江甬台温成品油管道是浙江省及中国石化集

团重点工程项目，是国家及省政府“十二五规划”的重大能源

战略，也是浙江成品油管网规划中最长的一条成品油管道。

管道起点为镇海炼化算山首站，途经宁波、台州、温州三个地

市十二个县（市、区），全长 413 公里，设计年输送成品油 460

万吨。工程于2012年12月正式开工，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创

造了飞云江 3.36 公里海底定向钻穿越长度的国内之最和瓯

江盾构掘进、竖井岩石段静态爆破等18项技术创新。

甬台温成品油管道采用了世界上先进的油品大规模、大

批次自动化工艺输送，具有安全、环保、密闭、及时、连续等优

点，可实现全天候、全自动输送，有效克服恶劣天气等外界环

境的影响。甬台温管道的投产试运行成功实现了浙江沿海能

源动脉的大贯通。目前，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分公司已在全省

构建起全长近 1500 公里的成品油管网，配套油库总库容达

170万立方。 通讯员 栾玉波 赵科 本报记者 王燕平

我省最长成品油管道成功试运行

本报讯 将牛油果与新鲜牛乳组合，推出浓醇清甜的“牛

油果冰淇淋”；用原装进口椰浆取代牛奶，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人工合成色素，“素食雪泥”走的是健康轻奢风⋯⋯昨天的祐

康食品 2018 年冷饮新品发布会上，祐康一口气发布了 15 款

冷饮新品，涵盖棒式、杯筒类等，价格从1元到12元不等。

“今年我们提出了‘健康、体验、分享’的品牌观，这些冷饮

新品正是新理念的体现。”公司总经理朱青平告诉记者，过往

销售数据显示，家庭消费发生了很大变化，三至五月杯筒类冰

淇淋就会发生一波小高潮，冰淇淋逐渐由季节性消费品成为

全年性、习惯性消费产品，消费者在要求好吃的同时，提出了

吃得健康、吃得快乐等新的消费诉求。

食品行业纷纷被传涨价，祐康是否也要跟风涨价？

“不涨价，做升级者。”朱青平说，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涨

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今年祐康还推出了一元奇冰产品群，包

括金桔冰、嘻瓜冰、绿豆沙冰等。

朱青平透露，今年公司会在很多方面为未来的“大祐康”

战略升级发展做铺垫和布局，传统产业必须积极“+互联网”，

不仅是把产品通过网商平台去卖，而是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和

营销模式上创新。全年规模增长不会低于15%。

“祐康从今年开始，将以杭州主城区的五百多个优选社区

为重点，积极探索构建 2C 社区新零售新模式，未来会在每个

社区赋能发展一个‘社区合伙人’。”朱青平解释，互联网精神

本质上是“去中介、利他、信任、体验、分享”。而祐康就将对一

些社区小店赋能。未来，不仅祐康品牌产品，还包括粮油米

面，甚至生鲜农产品等祐康精选过的其他优质供应链产品，都

会服务给社区家庭用户。 本报记者 陈婕

祐康今年要发展社区合伙人

本报讯 昨天，杭州中山南路 77 号的尚

城 1157·利星商场内，杭州利星百货联合杭

州市城管委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党总支举

行大型公益活动——“像建河长制一样抓垃

圾分类”，吸引了社会各界约450余人参加。

据了解，双方接下来将继续推出环保公

益活动。6 月将推出公益健步走活动，沿西

湖宣传垃圾分类等环保知识；9 月将开展环

保为主题的文艺演出；12 月份，举办大型宣

传展会。 通讯员 木木

像建河长制一样抓垃圾分类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取消流量“漫游”费。3月6日消息，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

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工信部将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开展套餐梳理和调整、系统开发和改造、测试和业务

验证等工作，确保广大用户在今年7月1日前享受到这一红利。

定了，7月1日前取消流量漫游费
本报记者 张云山

目前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的手机

流量套餐中，往往包含大量省内流量和小部

分国内流量，导致出差较多的人流量不够

用。取消流量漫游费后，国内流量将一个价

格，运营商的流量套餐肯定需要大幅调整，出

差较多的客户，流量费会节省不少。

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部长

通道”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切实落实提速

降费新措施，不但要取消流量‘漫游’费，还要

降低流量资费水平，年底前，两项措施加在一

起，移动流量资费下降30%以上。”

这几年，随着 4G 的普及，手机从接听电

话到看视频和在线游戏，流量需求也越来越

大。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 7.72

亿，手机网民规模已达 7.53 亿，网民人均周

上网时长提高至27小时。工信部数据显示，

2017 年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到

1775M，是2016年的2.3倍。

对于即将到来的通信降费最新举措，有

业内资深分析人士指出，受益人群覆盖范围

将会非常广泛，“从月移动资费 10 元到月移

动资费150元的用户，都可能成为受益者。”

A 股市场的科技股旋风连续刮了几天

后，昨天风力明显减弱，工业互联网龙头如用

友网络、东方国信等均进入调整。

“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股积累了

不少短线获利盘，调整在预期中。”牧容投资

代恒桥表示。创业板在独角兽概念股等的助

力下挑战半年线未果，说明上方压力较大。

近期市场环境整体平稳，政策红利预期

不断涌现，各方资金判断短线大跌的概率不

大。昨天午后，二八跷跷板效应再次出现，这

一次活跃资金追捧的是有色煤炭等周期股。

“有色煤炭今天大涨的动力主要来自两

方面，一是之前连续调整，不少个股跌幅超过

10%，明显超跌；二是有色股有利好信息。”私

募程先生表示。日前，工信部发布2017年有

色金属行业运行情况及2018年工作重点，指

出2018年推动有色金属新材料研发应用。

杭州乾通易嘉王志强认为，近期市场

的主基调就是平稳，而短线市场热点出现

了明显的转移，建议投资者短线减持涨幅

大的科技股，关注有色股，特别是与铝相关

的龙头股。代恒桥建议投资者踏好市场节

奏，以均衡配置为宜。如科技股短线进入

调整，但后市仍有机会，建议低吸科技股；

煤炭有色、钢铁和水泥等周期股，由于基本

面没有发生变化，相关龙头公司的年报和

一季度预计都会较靓丽，也可以低吸。对

于大盘，代恒桥建议投资者关注 20 日线的

压力能否突破。

本报记者 刘芫信

科技股调整，周期股煤飞色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