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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网点地址及咨询电话
网点名称
杭州分行营业部
朝晖支行
萧山分行
钱塘新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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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1-8219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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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萧棉路168号（天润中心1号楼）
杭州市钱塘新区义蓬街道义隆路203、205号（江东壹号北面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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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三江东路2幢3号（西区新华书店北面）浙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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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市吴兴区二环北路1700号浙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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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大额存单
——可转让，可质押，安全有保障

智慧大额存单
——可转让，可质押，安全有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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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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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可免费转让，短期享受长期受益；可入资产池，理财秒变
融资额度，随用随还！

温馨提示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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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型

6月型

1年型

6月型

业绩比较基准

4.27%

4.41%

4.33%

4.45%

起点金额
电子银行款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电子银行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5万元起，上限300万元

认购期

12月12日-12月18日

12月12日-12月17日

12月12日-12月18日

12月12日-12月18日

期限

3年期

起点金额

20万元

年化利率

4.18%

认购期

2019年11月21日-2020
年1月31日，额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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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新闻·民生

杭州市水务集团配合江干区闸弄口街道

天仙庙道路工程建设，因其天仙庙路 DN300

给水管道迁改工程割接施工需要，应其要求，

对天仙庙路（机场路里街~天城路）、天城路

南侧（机场路里街~铭苑路）沿线商铺及在建

工地等用户，包括天仙社区、金丰汽车销售、

文晖铭园、天仙新苑、天城铭园、天晖铭园小

区等用户，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1 时至 12

月14日5时，实行计划停水8小时。

停水期间，市民如果遇到用水难题请拨

打杭水热线967050。

本报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相柯妍

天仙庙路、天城路南侧
这些地方要停水8小时
天仙庙路、天城路南侧
这些地方要停水8小时

昨天下午 1 点左右，杭州的天色灰了起来。在延安路上

逛街的赵小姐有点疑惑，天这么热，是不是要下雨了？她的喉

咙，感觉有点干涩。

其实，每年秋冬季都是灰霾天气集中出现的季节，近几年

秋冬，我省由于空气治理加上老天爷帮忙，灰霾天少了很多。

不过，昨天的杭州，雾霾是真的来了。

北方污染物正逐渐南下，上海已重度污染

别看蓝天白云大太阳
杭州这两天有轻霾

眼下，宠物咖啡馆风行，猫咖狗咖已经不

稀奇了。现在，猪咖都有了。记者昨日发现，

在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猪咖——也就是说：你

可以一边撸猪一边喝咖啡。

这咖啡的味道还香吗？钱报记者帮你先

去体验了一下。

昨天上午，钱报记者来到这家取名叫“猪

廊”的咖啡馆。听店员说，这是全国首家猪咖

——不过是听老板说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并没有满地猪跑

的场景，还是一个温暖的咖啡吧应有的模

样。只是在店铺一个角落，圈起了一个区域，

里面都是猪呀！不过，它们不是普通的肉猪，

它们是一群黑粉相间的国产迷你小香猪。据

店长说，这些猪，长到最大也不过 20 斤。现

在，店里的猪显然还在生长发育期，胃口好得

不得了！

店员说，如果是爱猪的客人，是可以进到

“猪圈”里的。店家会给你一块小毯子。如果

猪也喜欢你，会一直拱你的腿。不过，大多数

时候，小猪们还是喜欢迈着自己的小短腿，自

己玩耍，四下追逐。前两天天气有点冷，小猪

猪们立刻抱团取暖；而这两天暖和起来了，它

们又为了地盘大打出手。你别看这群小猪都

长得很像，其中只有两只是兄弟，其他的小猪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记者担心的臭味是没有的。店员说，小

猪们每周都要洗澡，还要定期带它们晒太阳

来预防皮肤病。

小猪们的排泄，也会在几只大猪的带领

下，一起去店员准备好的尿布上排泄。

记者问，小猪会不会咬人？店员笑说，猪

猪们只对鞋带、书包带还有食物感兴趣，人类

不在它们的攻击范围内。

别看小猪们总是一脸饥渴的样子，其实，

它们一天里就吃两顿正餐，还有蔬菜水果等。

昨天下午的阳光下，记者发现，咖啡店里

只有一对小情侣。不过，店员说，双休日客户

很多，“不仅我们忙不过来，猪猪们也会玩得

很累。”

店员说完，又赶着去处理猪猪们的排泄

物了。 本报记者 边程壹

宠物咖、猫咖都不稀奇
去猪咖，边喝咖啡边撸猪

本报记者 方力 孙燕

据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昨天发布，在昨天中午起，弱冷空

气扩散南下，我省部分地区受上游传输影响，霾有所加重。

而彼时，杭州临近的上海正在经历一波空气污染的袭击

——截至 12 月 11 日 12 时，上海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显

示，上海实时AQI指数213，属于重度污染！

事实上 12 月 10 日 19 时起，上海就已发布空气重污染黄

色预警。

昨天上午 10 点 23 分，杭州市气象台预报了北方污染物

逐步南下的消息。

最近，杭州连晴。在天气平静、稳定的时候，大气扩散能

力会减弱，污染物容易聚集，空气质量就会变差。受到弱冷空

气的影响，昨天气温稍有下滑，最高温度在17℃左右，今天最

高温度 13℃。由于冷空气较弱，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

但受偏北风的带动，目前，位于江苏一带的污染物逐渐南下，

杭州今天空气质量会稍微差一些，最好减少户外活动。

另一方面，从浙江全省范围来看，浙北污染比较严重。

据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网站监控画面显示，昨天下午四点，

全省有 1 个设区城市的 AQI 指数已达到重度污染——嘉兴

AQI241，重度污染；湖州紧随其后，AQI186，中度污染。就连

一贯以好空气著称的海岛城市舟山，AQI也达到了173，中度

污染；杭州、宁波、绍兴在第三梯队，杭州AQI140，轻度污染。

从地图上来看，这波污染自北向南而下，慢慢往下移动过

程中。多日晴朗，本地污染物集聚。浙江以北的上海也遭遇到

了重度污染，再往上山东、辽宁多地都是一片紫红的重度污染。

静稳天气累计叠加冷空气污染输送影响，这波污染还要

持续一段时间。

环保部门工作人员说，进入秋冬季，特别是十一十二、次

年一月，是空气污染高发的时期。一般是由于长期的静稳天

气，加上受到外来输入的影响造成的。浙江已经很多年没有

启动过重污染天气预警了。杭州到目前为止，雾霾情况还算

良好——近一个月里，3 天是首要污染物为 PM2.5的轻度污

染天。但后面，今年会不会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还不好说。

今天的空气质量不容乐观——杭州市区的 AQI 指数在

90~110，预报为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儿童、

老年人以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注意，应减少时

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污染峰值将出现在傍晚到夜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