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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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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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元起购，业绩比较基准高至4.84%!

1年期 3.15%（年化）
6月期 2.90%（年化）
3月期 2.35%（年化）
1月期 1.95%（年化）

汇利加美元存款
1万美元起存，保本保息

价格有效期：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13日

网点名称
杭州分行
朝晖支行
萧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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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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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1-8826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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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泉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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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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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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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4.82%

4.83%

4.84%

起点金额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1万元起，上限1亿元

5万元起，上限1亿元

5万元起，上限1亿元

认购期

2月3日-2月10日

2月3日-2月10日

1月31日-2月10日

2月3日-2月10日

本报讯 昨日上午 9 点，家住杭州六和

塔附近的陈大姐早早出发，赶往浙江省肿瘤

医院吃“团圆饭”，一起相聚的不是家人，而是

胜似家人的小姐妹。她们都曾患有乳腺癌，

如今也都是浙江省肿瘤医院“康俪友爱之家

俱乐部”的志愿者。

这77个人的“大家庭”，每周会派出一两

支小分队，到医院进行病房探访活动，鼓励正

在治疗过程中的乳腺癌患者，并讲述自己对

抗癌症的经验，在传播爱的同时收获爱。

据了解，“康俪友爱之家俱乐部”成立于

2012年，由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和乳腺

内科一起创建，提倡病友互助模式“让爱传递，

爱心接力”，仅去年一共服务了1980人次。

这次团圆饭，浙江省肿瘤医院的领导班

子也亲自到场，为迎来术后第五年、第十年的

志愿者庆祝“第二个人生”。“对癌症患者而

言，他们不仅需要精湛的医疗技术，心理健康

也很重要。医院通过这样的活动，强调‘以患

者为中心’，目的是提供人文关怀，让病人有

依靠、有依托，感受到家的温暖。”浙江省肿瘤

医院党委书记于恩彦说。

乳腺癌患者的“友爱之家”
彼此互相帮助

中午 11 点左右，65 岁的陈大姐赶到浙

江省肿瘤医院时，不少病友已经来了，医生护

士们也将 10 号楼一楼布置得十分温馨，鲜

花、蛋糕、彩带，喜气洋洋。

“你最近恢复得怎么样？”“和其他病友交

流时，她们有提出什么新问题吗？”大家一见

面就聊开了。

“康俪友爱之家俱乐部”志愿者服务队成

立5年多，现有77名成员，最大的73岁，最小

的 27 岁，年龄虽然相差比较大，但彼此感情

非常深厚。

“大家都得过乳腺癌，彼此有共鸣，每周都

有四五位志愿者到病房探访，坚持下来很不容

易，她们也是希望将自己治疗抗癌经验分享给

更多的病友。”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护士

长方群英说，“80%的志愿者都来自杭州，但即

便是家在异地，她们也会主动赶过来，或者利

用复查的时候，为其他病友提供帮助。”

方群英护士长也是这次“团圆饭”的组织

者之一，请志愿者们过年聚一聚，这个想法一

提出来，立即得到了院领导的支持，也得到了

志愿者们的热烈响应。

“我是 2003 年查出乳腺癌，至今已有 15

年，我知道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关心是多么

重要。我们和病友交流，告诉他们乳腺癌术

后怎么吃，如何运动防止患肢水肿，而我们也

能学习到如今先进的康复手段是什么，同时

还会收获感动。”陈大姐表示。

爱心相互传递
医护为患者营造“家的温暖”

为什么会成为志愿者？大家的答案很有

默契，“爱是能相互传递的，是省肿瘤医院的

医生护士们，让他们有了奉献爱的念头。”

原来，“康俪友爱之家俱乐部”有两个

QQ 群，里面“住”了将近 4000 位患者。浙江

省肿瘤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每周都会线上解

疑，及时给予患者帮助，同时还邀请了心理咨

询师、律师志愿者定期线上交流。

除此之外，俱乐部还有合唱团，医护人员

每周两次组织患者进行合唱排练。“对患者来

说，音乐也有治愈的力量。志愿者也是多才

多艺，今天的团圆饭，他们还准备了吹葫芦

丝、唱戏曲的表演。”方群英护士长说。

“我从生病到现在6年了，现在就跟正常

人一样，真的多亏了医生护士。我的求医经

历让我相信，专病一定要专治，有科学方法可

循。”52岁的志愿者方大姐说。

陈大姐最初也是在病友的介绍下加入

QQ 群，感受到了温暖，才主动成为志愿者。

“我们有点什么问题，医护马上响应，这些看

着平凡，其实能坚持很不容易啊，他们是真心

做事的人。”她说。

QQ 群里，有人把俱乐部活动的照片制

作成了相册，有人写下了自己的求医之路，同

时，志愿者的队伍也逐渐壮大。

彼此帮助，也让乳腺癌患者在术后迎来

了精彩生活。方群英说，能让病友们感觉到

“家的温暖”，是医务人员们的目标。“爱是可

以传递的，我们帮助病友，那她也会在康复之

路上帮助其他人。”

本报记者 郑琪

本报通讯员 方临明 王屹峰 钱冰冰

她们都曾患乳腺癌，如今每周回访病房，分享康复经验

昨日，志愿者回院同吃团圆饭

在众人的印象中，面包

是以甜为主的，提醒糖尿病

患者注意摄入量是有必要

的。不过，日前《营养学》杂

志发文，面包消费与墨西哥

城居民血压升高相关，面包

产品被确定为每日钠摄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

吃起来不太咸的面包为

何会含有那么多钠？

小心，甜甜的面包可能是你每日钠摄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过年备点心，留意“隐形盐”
为了求证面包中究竟含不含盐，钱报记

者先走访了数家面包店及超市，从营养成分

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吃的面包里同样含钠

可确认无疑。再具体做个计算，这些面包中

每 100 克面包中钠的含量为 200~400 毫克

不等，取中间值 300 毫克，然后按 1 克钠等于

2.54 克盐来算，每吃掉 100 克面包就等于吃

了 762 毫克的盐。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

荐，成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 6 克，100 克

面包里含盐接近其13%。

“面包制作中加盐是必须的。”省中医院

咖啡店的面包师何胜辉的话，进一步验证了

《营养学》杂志的说法。

盐在面包制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一是提高面的筋度，让面包吃起来能更

有嚼劲；二是提升面包的风味，也就是让面包

的味道更加丰富。而之所以很多面包我们吃

不出咸味，是因为其中添加了数倍于盐的糖、

鸡蛋、奶油等成分，盖过了盐的味道。不过健

康人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我们不会把面包

当作三餐主食。

何胜辉提醒，那些喜欢在吃吐司时配点

小菜的人要注意。殊不知，在所有面包制品

中，吐司的含盐量是较高的，与小菜叠加食

用，很容易致盐摄入量过高。

低盐饮食如何来把控？杭州师范大学附

属医院治未病与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力医生

告诉钱报记者，仅靠做菜时限量是不够的，因

为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像面包一

样含有“隐形盐”。比如酱油、番茄酱、辣椒酱

等调味品，再比如薯条、话梅糖、坚果等小零

食。

陈先生（化名）才五十出头，因为上一年

体检查出有脂肪肝、痛风，还多了个新问题

——高血压。

“门诊时，他坦言自己特别爱嗑瓜子，每

顿饭吃完总要抓一把，而且家里坚果、点心

等零食放着很多，他经常随手拿来吃，至于

吃了多少自己也没数。殊不知，这些被塞进

嘴里的零食带了多少的‘隐形盐’。”李力医

生说。

类似陈先生这样的病例在门诊中比比皆

是，问题就出在忽视了日常许多食物中的“隐

形盐”。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准备了

许多好吃的，尤其是坚果、糕点之类，随手抓

一点来吃，稍不注意就容易超量。特别是本

身就患有高血压的人，冬春寒冷季血压本就

易升高，更应重视饮食上的搭配与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