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

说明书，额满即止。

2.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ATM 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

手续费全免！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财富

云!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理财先锋 刊登电话：0571-8531216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网点地址及咨询电话

“ 浙商善理财，稳健赢未来”——浙商银行永乐理财预期收益高至 5.47%!“ 浙商善理财，稳健赢未来”——浙商银行永乐理财预期收益高至 5.47%!
客户级别

大众客户

大众客户

高净值客户专享

高净值客户专享

理财期限

6月型

1年型

6月型

1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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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7月12日-7月18日

网点名称
杭州分行
萧山支行
萧东支行
滨江支行
余杭支行
富阳支行
城西支行
运河支行
玉泉支行
西湖支行

延安路支行
城东支行

联系电话
0571-87330888
0571-82891525
0571-82921285
0571-87666304
0571-89188585
0571-61739070
0571-88929508
0571-87258318
0571-87965333
0571-88266552
0571-88260792
0571-86888755

网点地址
杭州市建国北路736号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14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532号艺海名扬商厦
富阳市富春街道恩波大道273-281号
杭州市古翠路76号怡泰大厦1-2层
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323号
杭州市教工路88号立元大厦一楼浙商银行
杭州市庆春路290号
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64号浙商银行大楼（延安路支行）
杭州市新塘路88号天星龙大厦B座1楼

九堡支行
良渚支行

未来科技城支行
下沙支行
东新支行
天城支行
钱江支行
文新支行
武林支行
建德支行
桐庐支行
嘉兴分行
桐乡支行

0571-86909750
0571-88782306
0571-89087715
0571-85892188
0571-81915968
0571-88892181
0571-85771818
0571-85337908
0571-86933953
0571-64718326
0571-69872779
0573-82038088
0573-89801556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号2幢
杭州余杭区良渚镇金恒路88号25幢
杭州市文一西路1218号恒生科技园33幢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沙路226-203号（中沙金座底商）浙商银行
杭州市下城区新天地尚座东楼浙商银行
杭州市江干区全福桥路298号富亿商业中心底商10-11号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555号日信国际一楼浙商银行钱江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533号
杭州市天目山路信息技术大厦浙商银行
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新安东路427号
杭州市桐庐县迎春南路209号新青年广场B座浙商银行
嘉兴市城南路830号
桐乡市世纪大道779号马德里花园3号楼

海宁支行
海盐支行
嘉善支行
衢州分行
江山支行
龙游支行
湖州分行
德清支行
安吉支行
丽水分行
青田支行

0573-80709022
0573-86058000
0573-84195688
0570-3397103
0570-4045527
0570-7787010
0572-2777113
0572-8688897
0572-5868937
0578-2226926
0578-6733863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宗南路96号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北路128号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西路29号
衢州市新安路20号国税大楼1幢1楼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鹿溪南路82号
衢州市龙游县荣昌路575号环达科技大楼
湖州市人民路136号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千秋街与中兴路交叉口
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迎宾大道278号浙商银行
丽水市丽阳街651号华侨开元名都大酒店东裙房1-2层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鹤城街道鸣山路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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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昨天下午2点左右，纳爱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启传

因病离世，享年66岁。

庄启传 1971 年进入纳爱斯集团的前身——国营丽水五

七化工厂当工人，在年仅 32 岁时担任厂长，一手打造起了立

足浙江、面向全球的日化王国。

一代浙商，驾鹤而去。不认命的庄启传，留下的是一段段

令人铭记的创业故事。

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昨因病去世

世界500强企业曾为他打工
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昨因病去世

世界500强企业曾为他打工
本报记者 王益敏

财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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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财经大事

本报讯 在汇率、贸易等方面的利空因素

冲击下，刚刚反弹了三天的大盘昨天再次大

跌，沪指跌 1.76%，失守 2800点，最后还收出

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点位：2777.77点。

昨天早盘亚洲各大市场都受到了冲击，

跌声一片。日本股市、港股等跌幅均超过

1%。从A股盘面上看，前期领涨的银行股低

开高走，属于强势震荡，市场做空的主力军来

自芯片、环保等中小创个股。

昨天创业板指数跌 1.88%，在各大指数

中跌幅最大。芯片股昨天下午一度成为空头

砸盘的主力，如阿石创、江丰电子、扬杰科技

盘中跌幅都曾超 6%，尾市在北方华创翻红

的带领下跌幅收窄。

私募余先生表示，昨天盘面最重要的提

示是：在大利空面前，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百股

跌停，昨天的跌停股数量为 23 只，而涨停数

量为33只。这说明，经过前面几个月的调整

后，市场的韧劲在增强。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虽然昨天市场大跌，但500ETF基金出现

了巨量。“市场估值处历史低点，ETF 放量，

明显是资金流入。”余先生表示。

昨天“神雾双熊”（神雾环保和神雾节能）

再度双双跌停。自从神雾环保和神雾节能曝

出控股股东的债务问题以来，股价持续下跌

了一年之久，“在去杠杆背景下，一些上市公

司的债务问题是否解决，可以看以环保股为

代表的 PPP 概念股。如今环保股的大跌，似

乎在告诉我们，对一些高债务、高比例质押的

上市公司仍要回避。”余先生表示。

昨天大跌后，很多投资者担忧大盘的反

弹会就此终结。对此，余先生建议投资者多

观察盘中市场活跃资金的态度。“盘面没特别

的恐慌情绪出现，各大指数又都收复了 5 日

线，这说明大盘仍然处在从上周末探底结束

后的反弹周期中。”余先生说。

牧容投资代恒桥表示，从技术上看，昨天

在利空冲击下，大盘留下了又一个大的缺

口。本周后两个交易日，要关注大盘是否能

重新站上 2800 点或 10 日线。如果站不上，

大盘将走二次探底之路。操作上，他建议投

资者以高抛低吸为主，重点关注中报业绩大

增的个股、有高送转预期的次新股。

“在这种底部反弹的操作中，如果没有在

反弹中高抛，就要随时做好止损的准备。”杭

州乾通易嘉王志强表示，近日他在钱哥沙龙

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提示粉丝本周要采取拉高

抛售的策略。“这个时候指数越低，机会反而

越大，所以遇大跌也没必要再恐慌。”他认为，

从指数形态上看，消化利空之后还有再续反

弹的可能。 本报记者 刘芫信

A股大跌，2800点争夺战很关键

32岁时临危受命
打造中国日化龙头企业

昨天傍晚 6 点多，位于丽水市莲都区的

纳爱斯集团总部，大部分工人已经下班。厂

区主楼上空，台风外围带来的一片片乌云，还

未来得及完全散去，夕阳映染之下，显得分外

红艳。

稍迟一些走出办公区的员工说，他们也

是刚拿出手机才得知董事长去世的消息。“感

觉他明明还在这里上班，不敢相信就这么走

了。”一位年纪稍大的员工说。

“硬汉”，是庄启传留给大多数人的印

象。32岁被选为厂长，算得上临危受命。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庄启传曾这样说：

“当年我接手时，这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小作

坊，交通和区位优势也没有，我们只有创新，

只有大胆往外走，才有出路。所幸，我们成功

了，成为中国日化的龙头企业，我们现在有超

能、雕牌、100 年润发等 12 大品牌，在国际

上，我们也赢得了那些巨头的尊重，让他们看

到了中国品牌的力量。”

宝洁公司总裁曾惊叹：水没有流到的地

方，雕牌洗衣粉都卖进去了。巅峰时，雕牌洗

衣粉的销量一度是跨国公司在华销售总和的

5 倍，宝洁、汉高等世界 500 强在华工厂都为

纳爱斯贴牌生产。

被人称赞是一条硬汉
两年前传出患病

庄启传患病的消息，两年前开始流传。

“但他又经常神采奕奕出现在大家面前，总以

为他早已痊愈。”一位知情人士说。

浙商博物馆馆长杨轶清 10 多年前就采

访过庄启传，并曾深入分析当时的宝洁、汉高

等国际公司为纳爱斯贴牌生产的模式。他

说，最近几年很少在公开场合见过庄启传，

“尽管他做事高调，但为人处世一向低调。”

庄启传最后一次在大型公开场合露面，

是在去年9月底的首届世界丽水人大会开幕

式上，庄启传作为丽水市发展贡献杰出人物，

压轴登台，发表获奖感言。那天，庄启传告诉

大家：“纳爱斯不是庄启传的纳爱斯，不是纳

爱斯人的纳爱斯，它是大家的纳爱斯。”

时间过去不到一年，在纳爱斯集团创办

五十年周年之际，他却匆匆离去。在执掌企

业 30 多年里，他始终不愿把总部搬离丽水，

不愿离开大山。

正如浙商总会秘书长郑宇民在《草根谭》

里写到的那样：庄启传真是一条硬汉，品牌

硬，人格硬，但是心软，情怀身后，虽然不愿飞

得太远，但“根”一定会扎得很深很深。

庄启传最欣赏的一句话，和他奋斗了一

辈子的水有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居于

低位而不卑，吸纳百川而不满。唯其不争，天

下莫能与其争。”他把这句话贴在办公室墙

上。或许，正是这样的“水性”，伴随他走过数

十年的洗涤人生。

庄启传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