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 2019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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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标的：

二、交易对象：意向受让方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并有效续存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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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资料审核通过且交易保证金已

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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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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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

叶小姐，奚小姐0571-85085594、85085583

六、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 2 号泛

海国际中心A座27楼。

网址：www.chanjs.com、www.hzaee.com.

杭州产权交易所

租 赁 权 交 易 公 告租 赁 权 交 易 公 告

序
号

1

交易标的

杭州市西湖区天际
大厦201、203室办
公用房三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
（㎡）

1138.86

转让底价
（元/年）

1621167.21

交易保证金
（万元）

50

分行营业部：天目山路 38 号,88359657 88359641 滨江支行：滨江区滨盛路 1786 号,88357912
萧山支行：萧山区市心北路 218 号,88359918 88359929 富阳支行：富阳市金平路 11 号，88356906
拱墅支行：湖州街 12 号，88357515 城东支行：凤起东路 888 号，88356962
西溪支行：莲花街 264 号浙商财富中心，88357721 上城支行：西湖大道 333 号（劳动路口），88375956
余杭支行：余杭区南大街 271 号,88371128 海创园支行：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98 号，88378771
临安支行：临安区万马路 289 号，61132219

4.35%会理财，生活更添财！4.35%会理财，生活更添财！

理财先锋刊登电话：0571-85312164

多款理财产品同期销售，详细产品信息可查询我行官方网站：www.jsbchina.cn。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重点产品推荐：江苏银行 2019 第四十二期人民币结构存款,期限一年,利率 3.7%或 2%(年化）,另有
多个期限同期销售。本金保证,纳入存款保险;利率保底,保证最低利率，当日起息资金使用率更高!

特别提醒：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财溢融C3新客49

聚溢融C3新客49

聚溢融C6养老49

产品天数

91

91

182

起步金额

200万元

5万元

10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

4.35%

4.25%

4.05%

产品募集期

2019.12.4-2019.12.10

2019.12.4-2019.12.10

2019.12.5-2019.12.11

产品起息日

2019.12.11

2019.12.11

2019.12.12

产品到期日

2020.3.11

2020.3.11

20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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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新闻·民生

本报讯 昨晚，石祥西路与蒋墩路口的施工现场热火朝天，经过20

多个小时的连续作业，留祥路（蒋墩以东——绕城西线）提升工程成功

完成首联箱梁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留祥路提升工程进入施工新阶段。

留石快速路是杭州市“四纵五横”快速路网中最北面的一横，从绕城

东线大井互通至绕城西线三墩互通全长约21公里，目前除蒋墩路至三墩

收费站这一小段外，其余路段均已实现快速路标准通行。

留祥路提升工程东起蒋墩路东侧，西至绕城西线三墩收费站，全

长约 1.1 公里。快速路主线为双向六车道高架，设计时速 80 公里；地

面道路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60 公里。高架在蒋墩路口两侧分别

设置上下平行匝道，实现快速路与蒋墩路地面道路及三墩收费站的沟

通联系，工程于今年年初开工，计划2020年建成。

根据规划，留石快速路将继续向西延伸，西延工程分为三墩互通

改建工程和 G235 国道杭州老余杭至三墩段改建工程两个部分，全长

约 15 公里，线路位于规划火车西站的北面，计划采用“高架+隧道”的

形式，将建设匝道与火车西站连通，并对现状三墩互通进行改建。

建成后，留石快速路将有效串联紫金港科技城、西湖大学、绕城高

速、未来科技城、铁路西站枢纽、杭州中环、绕城西复线（二绕）等重要

区域，成为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一条重要的东西向快速出行通道，同

时也是车辆进出火车西站和临安融入主城区的主要快速通道之一。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杭建宣

留石快速路有了新进展 亚运会前将连通火车西站区域

配套设施老旧、服务功能缺失、空间利用率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也在杭州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出现。居民们一边扯着嗓门抱

怨，一边又舍不得离开这处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

怎么办？今年8月以来，下城区“旧改”大幕拉开，已经改造了5个老旧小区。旧改的房子都是2000年以前建造的，计划在4年时间里完成

93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占到全区老旧小区数量的一半。

而2020年，是下城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全面推进的一年，全区计划开工51个小区26个项目，涉及834幢39480套房屋。

昨天，下城区先来了个旧改项目设计方案大比武，看看到底哪家的方案最符合“保持旧的肌理、赋予新的功能、展现老的味道”。8个街道挑

选1个精品项目参赛，9名专家评委现场打分，现场公布评比结果。最终，潮鸣街道和文晖街道获得一等奖。

明年杭州下城区51个老旧小区要大变样

这些照片，是潮鸣和文晖以后的样子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柳景春 白惠磊 王佳佳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柳景春 白惠磊 王佳佳

潮鸣街道：
“非”字格局新街区 非遗文化群雕点缀其间

下城区住建局副局长朱国建介绍，潮鸣街道的旧改围绕“潮鸣迴

声、睦邻归德”为主题，不仅挖掘了历史文化，也弥补了服务功能的缺

陷。设计中，不仅实施上改下、雨污分流、门禁围栏等生活配套设施

的建设，还努力打造宋韵文化圈，以回龙庙风情街区、系列亭台景观、

文化地标群雕为目标，形成以回龙庙前、醋坊巷为主轴，归德弄、游泳

巷、潮鸣寺巷、珠碧二弄等支小路为两翼的“非”字形街区，知足亭、常

乐亭等五座亭台和非遗文化群雕点缀其间。

另外，潮邻共享圈着力打造以石板巷公园为代表的特色口袋公

园，并形成环绕知足弄、小天竺社区的特色健身步道；倾力打造”潮邻

中心”,形成涵盖半地下停车场、邻里交流中心、健身公园、儿童活动

区的综合功能体。

文晖街道：
串联社区内各业态 打造未来邻里场景

文晖街道则创新地引入了绿城理想生活集团，参与老旧小区设

计、改造、运营、管理全过程。最大的惊喜在于，整理串联社区内各种

业态，将“健康、教育、服务、邻里、治理”五大场景植入老旧小区改造，

沿生活服务环打造适合流水西苑的未来社区。

康体公园里，布置了适老化设施，有练拳操场、乒乓球场、推球公

园、绿化公园等户外场地和休息区。沙田里有部分为杭州电视机厂、

杭州铸造厂等单位的员工宿舍，这里将设置电视机实物景墙、时光记

忆长廊等体现年代记忆的景观小品，让居民体验老物件、感受旧时

光。好一幅“流水人家，理想生活”的画面。

其他街道的旧改项目也各有特色，紧紧抓住居民最迫切的需求，

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