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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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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38899
大江东支行：萧山区义蓬街道义府大街519号 22872718 22872725
富阳支行：富阳区体育馆路 457 号 61796400 63122336
滨江支行: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海亮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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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银行系列产品，限70周岁以下客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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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产品名称

稳鑫保本（保证收益型）
季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晋私行客户）

季安享（新客户）
柜面特供（高净值客户）
杭州特供（金卡以下）

期限（天）
364/728

91
182
182
91

364
126

预期年化收益率
4.55%/4.70%

5.50%
5.50%
5.65%
5.50%
5.40%
5.40%

起点金额（元）
5万起

20万起限购600万
300万起限购600万
100万起限购600万
5万起（限直销银行）
20万起限购200万
20万起限购50万

销售日期

6.13-6.19

6.15-6.21

交易保证金：200000元/套。
二、交易方式
交易采用在线报价方式进行，报价不统一安排场所，报名资

料审核已通过且保证金已到账的意向受让方进行报价资格激活

后，自行登录产金所网站进行报价。

三、展示时间及地点：2018年6月21日—6月22日上午10:00—

下午3:00，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四、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6月27日下午4时整。

即日起接受咨询。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须按规定在线办

理报名手续，并以注册用户本人名义支付交易保证金。通过银

行汇款向指定账户交款（不支持现金与转账支票），须保证足额

资金在报名截止前到账(以网站载明的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并在

报名截止日下午 4:30 前登录产金所网站完成交易保证金的确

认付款操作。

五、受让方应符合国家及房产所在地规定的购房条件。
六、房地产权证过户、变更手续过程中所涉及买卖双方应缴

纳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各自承担。
七、其他事项：本次交易的相关详细事项，请登录产金所网

站查询。

八、联系人及电话：陈小姐 85085587 叶先生 86892316
张小姐85085370

转 让 方 联 系 方 式 ：陈 先 生 0571-87803233
15868860762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城星路59号东杭大厦6楼。
产金所网址：www.chanjs.com 杭州产权交易所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上午 9:00 至下

午 3:00（延时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站对

下列标的进行公开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序

1

2

3

4

5

6

交易标的

金都花园B幢1单
元701室
金欣公寓C幢1单
元102室
湖州市长兴县虹星
桥镇虹溪中街2号
301室
湖州市长兴县虹星
桥镇虹溪中街2号
401室

湖州市长兴县虹星
桥镇虹溪中街4号

湖州市长兴县虹星
桥镇虹溪中街6号

证载房屋建
筑面积（㎡）

128.6

115.22

1058.35

1058.35

1418.64

195.4

转让底价
（元）

4660500

4220500

4766800

4766800

7986900

1143100

用途

住宅

住宅

批发零售用
地/商业服务

批发零售用
地/商业服务

批发零售用
地/商业服务

批发零售用
地/商业服务

房 地 产 交 易 公 告

本报讯 “从今天起，我就是真正的杭州

人了！工作、生活都很方便了。”从民警手中接

过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鲁艾佳特别高兴，

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她说早把自己当杭州人了。

昨天，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联合举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颁发

仪式暨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座谈会，杭

州 51 名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士获在华永久居

留身份，来自俄罗斯的鲁艾佳就是其中之一。

鲁艾佳说，自己与杭州、与中国的缘分开

始于 12 年前。她来中国旅游时认识了现在

的丈夫，两人一见钟情。为了方便沟通交流，

她还在浙江大学学习了四年的中文。

“我的中文名字还是婆婆帮我取的。”鲁

艾佳说，鲁是丈夫的姓，艾佳是“爱家”的谐

音，她说自己特别喜欢杭州，可是以前只能以

探亲签证来杭州，更不用说找工作了。“世界

杯就要开始了，中文和俄语会更有市场。”鲁

艾佳说，有了永久居留资格后，她准备兼职当

老师，教人学俄语或者教在杭州的俄罗斯人

学中文。

除了像鲁艾佳这样为了夫妻团聚申请并

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同批获得

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士中既有基础科学研

究领域的科学家、应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生导师，也有国

家“千人计划”引进人才、重点产业领域优秀

企业家、专业领域的高端管理人员等外籍人

才，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

本报记者 陈锴凯 通讯员 徐佳

杭州51名外籍人士获在华永久居留身份

从此做一个真正的杭州人

戴大伯是宁波象山人，今年 69 岁。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最近在浙医一院接受治疗。6月11日，戴大伯让大家吓出一

身冷汗，他从医院出走，徒步走了16个小时。找到他的时候，

已经身在良渚绕城高速勾庄收费站附近。

这 16 个小时，戴家人备受煎熬。幸好有好心人接力救

助，老人化险为夷。昨天，女儿戴女士给钱报记者发了条短

信。她说，通过这件事，她切身感受到了杭州这座城市的温

度，非常感谢这一路帮助过她的好心人。

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
一路从城站走到良渚良渚
警方调用“千里眼”追踪7小时，远程指挥找到走失老人失老人

本报记者 陈锴凯 通讯员 程建喜/文 姬臣/制图

叠好一床被子
69岁的老父亲“失踪”

戴大伯前几天到浙医一院城站院区住院

治疗。6 月 11 日早晨 5 点半左右，老人在病

房内活动，戴女士叮嘱他：“你别走出去，等下

带你去吃早饭，再吃药。”

老人满口答应，但是戴女士就叠了床被

子，一转身老人就不见了⋯⋯

这可急坏了戴女士：“该找的地方都找过

了，都没有。最后找到医院，主任帮忙建了个

群，把能帮忙的人都拉了进来，大家帮着一起

找。医院这边没找到，人可能走出去了。”随

后，戴女士去了就近的站前派出所，又到小营

派出所求助，查看了相关监控，终于找到线

索：老人曾在南星街道馒头山附近出现。

下午 1 点多，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骑着

电瓶车带戴女士到馒头山附近寻找，刚好遇

到了上城公安 PTU，特警王一庆听说情况也

陪着一起找。

老人闯红灯、走机动车道逆行
监控看得人心惊胆战

馒头山找人无果后，戴女士从南星派出

所又得到一条线索：8 点不到，老人走到了清

波辖区的南山路附近。于是戴女士又到了清

波派出所。在这里，戴女士遇到了热心的辅

警朱俊鹏。

朱俊鹏说：“戴女士是下午3点左右到我

们清波派出所的，当时我帮她查了相关监

控。7:49 分，老人出现在万松岭书院附近；

8:05，到了南山路海底世界这里；9:22分，他

从庆春路（西湖隧道)拐弯到环城西路；9:22

分，还是早高峰呢，老人居然走的是机动车

道，而且还是逆向行驶，实在太危险了！”

“但是从视频里看到，老人应该没有意识

到。监控里看他走路的方式就是漫无目的，遇

到所有的红绿灯也都是闯过去的，幸好车主们

也都礼让了老人。老人的体力相当好，从出走

到下午 3 点，老人徒步行走差不多 9 个小时，

但是从监控中发现老人精神状态相当不错，直

到下午3点多，才显得有点疲惫。”朱俊鹏说。

老人整整行走16个小时
最后在良渚找到

朱俊鹏提出，他在后台一路视频追踪，戴

女士和微信群里的热心人兵分多路去找。

就这样，朱俊鹏一路视频追踪，发现老人

沿着南山路、湖滨路、武林路、莫干山路⋯⋯一

直到了良渚。朱俊鹏通过微信群，实时共享每

一个老人出现的时间和位置。戴女士跟王一

庆以及热心人到每个点寻找，没找到接着下一

个点继续寻找，就这样一路追踪。

朱俊鹏原本是下午5点下班，那天他从下

午 3 点一直守着视频到晚上 10 点多，连晚饭

都顾不上吃⋯⋯庆幸的是老人最终找到了。

“我们最后一个视频追踪到了绕城高速

勾庄收费站附近，当时线索就断了。高速他

上不去，而那边区域有一个入口道路，也有一

个出口道路，老人从入口道路进去后，再也没

出来。所以我判断，老人肯定就在这附近。”

朱俊鹏分析。

当晚10点多，王一庆带着戴女士找到了

老人。老人精神状态还挺好的，还笑眯眯的。

戴女士问父亲：“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啊？”

老人笑着说：“我想走回家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