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天开始，市场进入了科创板新

股密集发行期，中微公司等 9 只新股发行之

后，今天和周五分别有 4 只和 7 只科创板新

股发行。7 个交易日之后，万众期待的科创

板也将迎来正式交易的日子。受此影响，A

股市场连续跌了三天，失守半年线，并一步步

靠近2900点。

其实 A 股市场昨天还迎来了利好：一是

商务部昨天早间发布消息，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二是美国商务部官网

显示，将给部分美国企业发放许可，允许其在

“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条件下继续

与华为做生意。“市场对利好麻木，并继续缩

量下跌，说明大资金的观望情绪较浓，市场较

为低迷。”私募程先生表示。

不过，随着科创板正式交易进入倒计时，

科创板短期也成为了市场的焦点，与首批 25

只科创板个股对标的上市公司也就成了游资

等活跃资金追捧的对象。其中圣邦股份、智云

股份两个涨停，超华科技昨天涨停。此外，北

方华创、当升科技、永新光学、飞凯材料等个股

也受到了资金的追捧。 本报记者 刘芫信

科创板开市在即，对标公司成香饽饽

科创板首批个股对标上市公司科创板首批个股对标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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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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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理财产
品可转让、可入财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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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名称
杭州分行
朝晖支行
萧山分行
萧东支行
钱江世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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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东支行

联系电话
0571-87330788
0571-85337988
0571-82891525
0571-82921285
0571-57198111
0571-87666304
0571-89188585
0571-61739070
0571-88929508
0571-87258318
0571-87965333
0571-88266552
0571-86888755

网点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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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鸿宁路1762-1772浙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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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环站东路777号东站西子国际B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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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路支行
省府支行
建德支行
桐庐支行
嘉兴分行

0571-86909750
0571-88782306
0571-89087715
0571-85892188
0571-81915968
0571-88892181
0571-85771818
0571-85337908
0571-86933953
0571-88260792
0571-88261030
0571-64718326
0571-69872779
0573-82038088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号2幢
杭州余杭区通运街166号南北盛国际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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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号信息技术大厦浙商银行
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64号浙商银行大楼（延安路支行）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西路76号浙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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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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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泉支行

0573-89801556
0573-80709022
0573-86058000
0573-84195688
0570-3397103
0570-4045527
0570-7787010
0572-2777113
0572-8688897
0572-5868937
0578-2226926
0578-6733863
0578-7118310

桐乡市世纪大道779号马德里花园3号楼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宗南路96号
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北路1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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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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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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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水市青田县鹤城街道鸣山路60号
龙泉市华楼街219号浙商银行

“ 浙商善理财，稳健赢未来”
——浙商银行永乐理财 1 万元起购，业绩比较基准高至 4.54%!

大额存单
——本金保证，按月付息

客户级别

大众客户

新客户专享

高净值客户

高净值新客户

理财期限

365天型

182天型

365天型

182天型

业绩比较基准

4.42%

4.52%

4.44%

4.54%

起点金额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7月11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7日

7月11日-7月17日

期 限

1年期

2年期

3年期

年化利率

2.28%

3.19%

4.18%

起点金额

20万元

认购期

2019年5月31日-7月31日，

额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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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杭州余杭区勾庄的杭州水产市场有 700 余户经营

户，其中需要用冰的水产摊位大约有 400 多家，但用于保鲜

鱼货的冰块，却只准市场内的商户销售，不准从市场外进入；

而且，市场内的冰块价格，比市场外贵了50%左右。

《外来冰块不让进，内部售价比市场价高一半》后续——

监管部门联合调查，外来冰允许入市
本报记者 王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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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管理方：
为了食品安全和秩序

从 7 月 8 日深夜至 9 日凌晨，钱江晚

报记者来到水产市场进行暗访。外来冰

块 试 图 运 入 市 场 ，被 门 口 的 安 保 人 员 拦

住，最终不得不重新拉回运输车。另一方

面，市场内不少经营户不堪忍受冰块的高

价，自费高价安装制冷机，为了可以减少

用冰量。

同时，对于市场“垄断”经营冰块的现象，

市场管理方称，是为了食品安全和秩序。（本

报昨天10版曾作详细报道）

市场监管部门：
允许外来冰块有序进入市场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再次联系了余杭区

市场监管局，据相关负责人称，事件报道后，杭

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水产市场所在

的农副物流中心市场监管所联合进行了调查。

余杭区农副物流中心市场监管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昨天一天来，他们对市场方，市场

内的经营户，以及冰块供应商都分别进行调

查取证，将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如确有违法违

规情况，必将坚决依法查处。在此基础上，市

场监管部门要求市场方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

任不放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质量安全

的基础上，确保市场公平开放经营，允许外来

冰块有序进入市场，保障广大经营者和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市场方承诺在通过该市场备案，并

符合该市场相关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允许外来

冰块进入市场。

本报讯 如今，境外购物、海淘越来越方

便，但是对于很多海外“小众”品牌而言，想触

达中国消费者却并不容易，能第一时间接收

到消费者反馈更是难上加难。

为帮助海外优质品牌与消费者间构建“一

键直达”式桥梁，7月5~7日，澳洲品牌管理集

团Access在成立两周年之际，联手15个海外

优质品牌，打造了首届The HOT Expo热力

品牌展，展会亮相悉尼国际会展中心。

Access 集 团 澳 新 地 区 首 席 执 行 官

Livia WANG 表示，Access 集团有严格的

选品流程，“我们相信，好的产品是有自己

的‘产品力’的，我们的使命是让更多消费

者知道且感受到澳新地区优质品牌和产品

的‘产品力’。”

据了解，此次展会以“品牌快闪店”形式

呈现，参展观众仿佛置身于一条精品购物街，

可以一次性近距离接触到众多澳新地区的知

名品牌，如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品牌BEE+，不

仅能让观展的消费者亲身体验品尝，同时也

直观展现了其垂直供应链模式，让消费者吃

得更安心。 本报记者 高佳晨

助力海外优质产品走入国门
他们打造了一场“快闪”品牌展
助力海外优质产品走入国门
他们打造了一场“快闪”品牌展

容百科技——当升科技、杉杉股份；睿创

微纳——高德红外、晶方科技;虹软科技——

大华股份、科大讯飞；福光股份——聚光科

技、中航电测；天准科技——汇川技术、机器

人；华源兴创——精测电子、联得装备；交控

科技——思维列控、众合科技；新光光电——

永新光学、联合光电；安集科技——飞凯材

料、江化微；铂力特——锐科激光、金运激光；

澜起科技——韦尔股份、兆易创新；中微公司

——北方华创、长川科技；方邦股份——沪电

股份、兴森科技；航天宏图——数字政通、超

图软件；嘉元科技——诺德股份、超华科技；

天宜上佳——晋西车轴、康尼机电；沃尔

德 ——三超新材、岱勒新材；瀚川智能——

机器人；西部超导——宝钛股份；南微医学

——迈瑞医疗、开立医疗；心脉医疗——乐普

医疗、大博医疗；乐鑫科技——高新兴、广和

通；光峰科技——锐科激光、大族激光；杭可

科技——先导智能、赢合科技

余 杭 区 勾 庄

的 杭 州 水 产

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