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6%春暖花开 来浙理财182天型型

温馨提示：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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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入增金财富池! 截至目前，浙商银行所有已到期理财产品均实现预期收益。测算年化收益率以及
过往业绩，不代表浙商银行对产品未来收益的承诺或保证。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浙商银行宁波宁海支行地址：宁海县金水路299号 咨询电话：0574-67056908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理财子单元简称 理财子单元代码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起点金额 认购期 风险等级

1年型型 5.51%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92天型

永乐1号31天型
永乐1号92天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永乐1号31天型
永乐1号92天型
永乐1号182天型
永乐1号363天型

永乐2号92天型

永乐2号31天型
永乐2号92天型

永乐2号6月型

永乐2号1年型

永乐5号182天型
永乐5号92天型

注：永乐1号、永乐2号产品当日购买次日起息均指工作日，如遇节假日，则起息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永乐5号产品仅限私人银行客户购买，永乐2
号产品仅限高资产净值客户购买，详询银行客户经理；永乐1号92天型AB3327仅限柜面渠道及智能柜员机购买。

AC3309

AB3327

AB3328

AB3329

AB3325

AA3024
AB3326

AC3305/AC2089/AC3306/
AC3307/AC3308

AD1028/AD2299/AD2300/
AD2301/AD2302

AA3023
AB3324
AC3304
AD1027

BB3223

BB3222

BA3006
BB3221

BC3411/BC2034/BC3412/
BC3413/BC3414

BD1057/BD2272/BD2273/
BD2274/BD2275

DC3061
DB3058

5.56%

5.50%

5.49%

5.15%
5.45%

5.45%

5.49%

4.97%
5.23%
5.24%
5.37%

5.50%

5.20%
5.47%

5.49%

5.51%

5.61%
5.60%

春暖花开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非常周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归巢客户款
5万元起，上限100万元

浙+银行H5款
5万元起，上限20万元

新客户专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5万元起

高净值新客专享款
5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两年老友款
5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私行感恩回馈
10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3月22日-3月26日

3月24日-3月25日

3月22日-3月28日

3月22日-3月27日
3月22日-3月28日

当日购买，
次工作日起息

3月22日-3月27日

3月22日-3月28日

3月22日-3月28日

3月22日-3月27日
3月22日-3月28日

当日购买，
次工作日起息

3月22日-3月28日

低风险

较低风险

以案释法 县普法办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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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县统计局于 2017年 6月 23日

对某单位进行统计稽查。经检查
发现，该单位在 2016年某年报中，
上报数比实际数少。上述行为已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
定，属于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统
计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
对该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决定：1、警告；2、罚款人民币壹仟
元整。

【法律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
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
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
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

料。
统计调查对象的范围包括所

有依法负有向统计机构、统计人员
提供统计资料义务的组织和个人，
除本条所列举的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外，还
包括社会团体、农村承包经营户
等。

统计调查对象的基本义务是：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
调查所需的资料。真实、准确是指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依据真实、客观
的情况和资料提供统计资料，不得
提供不真实、不准确的统计资料；
完整是指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提供
其所掌握的调查项目所要求的全
部资料，不得提供不完整的统计资
料；及时是指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
照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时限提供
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
料。统计调查对象提供不真实或
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或者迟报、
拒报统计资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县统计局供稿）

严防数据不真实

记者 曹维燕

春风吹，野菜香。近日，香椿、
紫云英、蕨菜、水芹菜纷纷上市，让
不少市民购买热情不减。野菜味
道鲜美，但是怎么做、怎么吃还是
很有讲究的，近日，记者走访了不
少马大嫂和美食达人们，聊聊吃野
菜最地道的方式。

香椿应该是春季野菜榜最受
欢迎的明星了。记者走了不少市
场，很多摊位都有香椿卖。冒着紫
红色嫩芽的香椿幼苗看起来格外
诱人，成了马大嫂们的抢手货。一
位摊主说：“菜场里的香椿都是按

‘两’卖的，用橡皮筋捆绑成小把，
一把大概二两。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生意好的时候，一上午可以卖六
七把。”“现在的香椿价格真贵，小
小一把就要十多元，但是家人都喜

欢，尝尝鲜，贵点也值得。”市民李
阿姨说今天要做一个香椿炒蛋，民
间流传“香椿芽炒鸡蛋，肉鱼都不
换”的俗语，香椿炒鸡蛋不但味道
鲜美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对于烹
饪经验丰富的李阿姨来说，香椿还
有许多地道的做法，如香椿芽拌豆
腐、爆炒香椿芽都是风味绝佳的时
令菜。

还有紫云英，又叫草子、红花
草等名字，以前用来喂猪，现如今
却成了一种受欢迎的菜肴。记者
看到淮河路市场上，储婆婆担着一
大筐草子在叫卖，两元钱一捆，刚
够炒一盆菜，受到了周边居民的抢
购。据储婆婆介绍，这个菜就要趁
嫩吃，老掉的草子吃起来有渣。嫩
嫩的一把草子和软糯的年糕是绝
配，草子炒年糕是不少人的心头
好。

除了香椿、草子，蕨菜、水芹菜
自然也不落后，争抢着来“赶集”。
在跃龙市场外，有些人挑着担子在
卖野芹菜。翠绿细嫩的野芹菜比
起普通芹菜，茎秆更细嫩、清脆，色
泽碧绿如翡翠，看着就让人有胃
口。其实野芹菜其他季节都有，只
是初春的最为鲜嫩。记者买了一
把尝尝鲜，野芹菜炒香干丝，味道
有点冲人，吃起来有点像芹菜，又
有点像香菜。“这个味道喜欢的人
欲罢不能，不喜欢的人还是接受不
了，吃起来就像是在吃草。”摊主这
么对记者说。

蕨菜、马兰头和荠菜则是春天
最常见的野菜之一。蕨菜食用部
分是未展开的幼嫩叶芽，经处理的
蕨菜口感清香滑润，再拌以佐料，
清凉爽口，是难得的上乘酒菜。烹
饪达人小雨妈告诉记者，荠菜做成

荠菜饺子那味道叫一个鲜，还有就
是马兰头凉拌和炒香干丁都非常
合适。野蒜用来炒蛋、炒饭、炒年
糕，吃起来特别香。还有市民喜欢
去采地耳菜，形如黑木耳，但比木
耳更嫩，烹饪方法很多。

记者了解到，每年春季都有人
吃野菜过敏，甚至诱发疾病。县农
技总站蔬菜专家表示，不认识的野
菜不可轻易食用，有些野菜含有剧
毒，如苍耳子、毒芹、野胡萝卜等误
食后会引起胸闷、腹泻、呕吐、昏迷
等症状，甚至危及性命。春季采摘
野菜要避开被污染的地方，避开工
业废水废气，比如有废水排放的河
边、工厂边、垃圾场周边、车辆多的
马路边等。野菜多为寒性食物，脾
胃虚弱者食用后极易消化不良，甚
至引发腹痛、腹泻等症状，焯水后
再食用相对较为安全。

春光烂漫野菜香
时令野菜怎么吃最地道，听听马大嫂们怎么说

记者 子函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在申购
余额宝时常常遇到当天额度用完
的情况。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节
前夕余额宝就已经开启“限量”
模式。这引来了网友和市民的纷
纷吐槽：“从几十万随时买到现在
一分钱都买不进，每天一个茶叶
蛋的小确幸没了。”

今年1月底，余额宝的管理方
天弘基金发布公告称，自 2月 1日
起至 3月 15日，将设置余额宝每
日申购总量，即单日实际申购达
到设定额度时，当日不再受理申
购申请，如果用户购买时间比较
晚，当日额度已用完，可以在次
日9时后再尝试操作，余额宝每天

都会实时调整动态申购总量。可
是这“手快有，手慢无”的余额
宝，在 3月 15日过后似乎仍维持
了此前的相关规定，抢购的局面
并未得到缓解。

昨日，为体验一把余额宝的
抢购风潮，记者在 9点 50分登录
支付宝，结果发现页面显示“当
日额度已用完，明日 09:00 开
售”。翌日，记者在上午 9点准时
登录支付宝进行申购，在几次系
统拥堵提示后，终于成功地将钱
转入了余额宝。据记者观察发
现，每天申购开始后的半小时内
一般能顺利买到，10点之后基本
处于售罄状态。因此，有意申购
的市民最好能赶在每天上午九点
半前登录购买。

据了解，余额宝自从 2013年
借助支付宝推出以来一直深受大
众喜爱，并以低门槛、零手续
费、收益远大于活期等特点，成
为民众理财的首选。但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天弘基金就开启了一
系列针对余额宝的主动调整，从
过去的随时买卖，到现在的一年
额度 10万，单日额度 2万，每天
购买靠抢，连续多次限额。天弘
基金在公告中表示，连续调整主
要是为了防止余额宝货币市场基
金规模过快增长并保持稳健运
行。

但是面对种种限制，市民的
抢购热情却不减，究其原因，不
少“宝粉”的答案是因为熟悉和
方便。如今收益率高于余额宝的

货币基金不在少数，但偏爱余额
宝的却大有人在，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收益率并不是市民忠爱
余额宝的唯一原因。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有不少市民是从购买余
额宝开始才了解到货币基金的存
在，并在长期使用中详细地掌握
了它的申购流程和其他相关事
项，因此在对其他各类基金不甚
了解时，多数市民会在投资时继
续选择自己熟悉的余额宝。同
时，有银行理财业内人士分析，
余额宝之所以在不断“限购”后
规模依然越来越大，跟它随时可
用的功能分不开。在支付宝使用
面愈加广泛的条件下，余额宝虽
然也属于货币基金，但给用户的
体验却远胜于货币基金。

手快有 手慢无

曾经随时可买的余额宝竟成“限量版”

生态公园绽放
油菜花海

近日春花竞相绽放，白峤岭生态
公园内新种植的近1万平方米油菜花
也迎来了赏花时节。据悉，白峤岭生
态公园是通过生态修复措施，在废弃
的碱渣堆场上建起的城市山景公园，
所植树木大多由城区道路提升工程的
行道树迁移而来。公园还采用自然式
的群落，营造出远近景自然交融的生
态山林景观。
（记者 胡琦 通讯员 葛晓莹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方） 连
日来，原“农贸市场”一半左右的经
营大户入驻时代邻里广场，计有副
食、日用品、五金家电、床上用品等
150余户。一位经常光顾时代邻里
广场的顾客周先生说：这样我们买
点日用品更便利了！

“农贸市场”老宁海都耳熟能
详，它成立于 1993年，拥有经营户
300 多户，年成交额达到 20 余亿
元。但由于市场陈旧老化，越来越
不适应时代要求，“去年 8月，县有
关部门决定对它实行征收。”管理
人员林先生如是言。

时代邻里广场孙经理则说：
“邻里广场”的概念最早发端于德
国，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商业圈以

辐射周边为主；二是业态多样化，
除了购物，还有餐饮、娱乐等多
种。时代邻里广场占地 53亩，停
车位就有 400多只，原来的餐饮、
菜场已比较成熟，它承接“农贸市
场”的经营大户，可以发挥“1+1>
2”的倍增效果，为百姓生活提供更
多便利……

现在都有哪些“农贸市场”的经
营大户进驻呢？正在忙碌的“红娘
喜铺”吴经理说：“大一点的，像年销
售 2亿元的七彩阳光商贸有限公
司、勤风百货、恒大食品、国方五金
等；搬到这里的好处，除了停车方
便，消防、防盗等设施也比较齐全；
下一步，广场方还将配套开票、税
务、工商等机构，更有利于经营。”

为百姓生活提供便利

原“农贸市场”经营大户
纷纷入驻时代邻里广场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周溥佳） 今天是世界气象
日。县气象局将在 3 月 24 日（周
六）上午向公众开放，开展气象参
观、气象科普宣传等一系列活动，
展现气象事业发展成就的同时，增
进社会对气象工作的关注和理解。

据悉，每年的“世界气象日”，
世界气象组织要求各成员国在这
一天以多种方式举行庆祝活动，宣
传气象学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中的作用，推广气象学在航空、航
海、水利、农业和人类其他活动方
面的应用。今年 3月 23日是第 58
个世界气象日，纪念主题是“智慧
气 象 (Weather- ready, climate-
smart)”，旨在早日实现“天气常
备”、“气候智慧”和“水智慧”，为推

进可持续发展、减少灾害风险、适
应气候变化增添动力。为迎接气
象日的到来，县气象台将在明天上
午 9:00-11:00，开放观测场、气象
台，向市民朋友讲解气象科普知识
和防灾减灾常识。现场还将开展
播放气象科普宣传片、现场操作气
象仪器等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

“风云变幻”。此外，工作人员还将
展出灾害天气防御、气候变化、气
象科普知识展板，发送科普宣传资
料，唤起人们对气象工作的重视和
热爱。市民朋友如想前往参观，可
拨打预约电话 0574-59973615，也
可通过宁海气象微博、微信留言
（姓名+手机号+参观人数）进行预
约。

今天是第58个世界气象日

县气象局邀您近距离感受“风云变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