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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临近，省文旅厅推出 6 条精
品自驾游线路，这些线路以 2 日游和 3 日
游为主，沿途将黄河风情、长城风光、太
行山水一网打尽，并连线云冈石窟、五台
山、平遥古城等知名人文景点。车友自
驾游览，不仅可以大饱眼福、尽兴游玩，

还可以品尝山西刀削面、莜面栲栳栳、孟门熬、右玉羊杂
割等地方美食，一饱口福。

1.“黄河一号公路”九曲黄河景观自驾之旅
自驾线路：偏关老牛湾、碛口古镇、李家山村、石楼黄

河第一湾、永和乾坤湾，自驾天数 3 天。
亮点：游览最美黄河峡谷老牛湾，在碛口古镇观看实

景演艺《如梦碛口》，欣赏乾坤湾壮美独特景观。美食有
臊子碗凸、黄河鲶鱼、黄河大鲤鱼、豆腐、饸饹面、擦蝌蚪、
中垛臊子面、黄米蒸饭、抿尖美食。

2.“黄河一号公路”黄河文化探秘自驾之旅
自驾线路：壶口瀑布、风陵渡、普救寺、大铁牛、鹳雀

楼，自驾天数 3 天。
亮点：游壶口瀑布饱览“滔滔河水倾泻而下，激流澎湃，

狂涛怒吼”的景观，游风陵渡感受“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
过误终身”的金庸武侠爱恨情仇，游普救寺回味《西厢记》千

古名篇，登鹳雀楼品读《登鹳雀楼》。美食有山西小酥肉、玉
米面发糕、小锅焖面、莜面墩墩、葱花饼、泡泡糕、永济牛肉
饺子、麻肉、永济刀削面、永济连锅面、永济扯面等。

3.“长城一号公路”历史长歌自驾之旅
自驾线路：雁门关、广武、偏关老牛湾长城、杀虎口长

城，自驾天数 2 天。
亮点：雁门关、新/旧广武、偏关老牛湾长城见证了英

雄伟绩、民族坚韧，来这里可一览塞外风光。美食有孟门
熬、烫面饺子、片烤方肉、右玉熏鸡、右玉羊杂割、右玉现
炖羊肉、塞上冻兔肉、右玉过油肉、豌豆粥美食。

4.“长城一号公路”烽火狼烟自驾之旅
自驾线路：平 远 头 长 城 、新 平 堡 、保 平 堡 、李 二 口 长

城、守口堡、宏赐堡、正边堡、镇川口长城、方山永固陵、得
胜古堡、助马堡、保安堡、岳华池、八台子德国教堂塔楼、
宁鲁堡镇宁箭楼，自驾天数 3 天。

亮点：挺拔险峻的李二口长城，从山脚下一跃而起
攀上山岭，仿佛一条巨龙，被誉为中国长城十大景观之
一。镇川口长城，高大威猛，墩台林立。方山永固陵，是
历史名人北魏冯太后墓地。沿途可品尝“山药鱼”、盐羊
肉、羊杂、刀削面、大同兔头、黄糕、涮羊肉、莜面栲栳栳
等美食。

5.“太行一号公路”极限天路挑战自驾之旅
自驾线路：王莽岭景区、昆山挂壁公路、佛子山大峡

谷六泉十四洞、飞瀑长廊挂壁公路（陈家园挂壁公路）、太
行“喀纳斯”和黄崖底天路三十六拐、太行第一村浙水民
俗村，自驾天数 2 天。

亮点：王莽岭云海、日出、奇峰、松涛、挂壁公路、红
岩大峡谷、瀑布构成最著名的太行自然景观；昆山挂壁
公路，以道路陡、窄、长、低、险闻名。佛子山 30 多公里
的盘山路，曲折蜿蜒、穿山越岭、悬崖峭壁、险桥异洞、洞
中观洞、景色秀丽，令人惊叹。陈家园挂壁公路，巍峨万
丈绝壁，怪石嶙峋，一池碧绿湖水相伴。美食有石头炒
鸡蛋、陵川羊肉火烧、浆水菜地埋圪丝、不烂汤。

6.“太行一号公路”红色记忆自驾之旅
自驾线路：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

址、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黄崖洞兵工厂旧址、麻田八路
军总部旧址，自驾天数 2 天。

亮点：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观看《太行山上》实景
演出。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八路
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
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长期生活、战斗。美食有油钻
沙小米饭、功臣长寿宴、上党腊驴肉、武乡小米焖饭、武乡
擦面、武乡和子饭。 记者 贾尚志

本报讯 9 月 25 日上午 9 时 45 分，编组 44 辆、满载塑料
板 材 、螺 栓 、耐 火 砖 及 山 西 朔 州 生 产 的 陶 瓷 餐 具 等 产 品 的
X9235次列车从山西中鼎物流园开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驶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这是
山西自 2017 年 2 月 15 日开行首趟中欧（亚）班列以来的第
500列中欧（亚）班列。

山西晋欧物流有限公司副经理周勇介绍：“近几年山西中
欧（亚）班列开行数逐年递增，从 2017 年 10 列、2018 年 50 列，
到 2019 年 107 列、2020 年 185 列，今年已经开行了 148 列，开
行列数每年都在稳定增长，返程班列更是从无到有，截至目前
已返程 83列。

今年 6月，山西首次开行深入西欧、直达法国巴黎的中欧班
列，今年 7月，又开行了直抵土耳其南部最大港口城市梅尔辛的
班列。这些满载生活、医疗等物资的中欧班列，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便人们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山西常态化开行的中欧（亚）班列线路已增至 10

条，形成了辐射“一带一路”沿线 12个国家 27个城市的外贸新
格局，未来仍将积极组织中欧（亚）班列开行，为助力山西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多贡献。 （齐向真、孙任驰 文/摄）

（上接第 1版）该区主要领导深入山西晋果物流集团、太原
大通工业气体有限公司和中涧河镇窑头村淤堤坝，要求严
格落实易燃易爆品和废料废气闭环处理措施。各相关部
门和街道要开展入企服务，对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巡
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财产安全。

尖草坪区

近日，尖草坪区对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作出安排，要
求紧盯各类项目、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强沟通交流，强化服
务保障，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抓招商不放松、抓服务不放
松，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同时要抓好节日期间安全生产
工作，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整改消除事
故风险隐患。

万柏林区

9 月 23 日，万柏林区召开深化省校合作工作推进会。
要求各单位部门进一步更新人才工作理念，创新人才工作
方法，集成优化人才政策，破解人才工作短板，建立涵盖人
才、项目、科研、创新、招商、服务的新型发展模式，为全方
位推进万柏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

晋源区

9 月 23 日，晋源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调研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聚焦企业群众关切的

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精准发力，立行立改，以评促改，以
评促优。要对标国内先进标杆地区，优化审批流程，持续
简政放权，创新服务举措，切实增强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获得感。

古交市

9 月 22 日，“庆丰收 感党恩”特色农产品展示品鉴暨
古交市庆祝第四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岔口乡新房村
举办。古交市委主要负责人与农民群众共享丰收喜悦，共
话乡村振兴，鼓励大家继续发挥好乡村振兴“主力军”作
用，在创新创业、增收致富中激发活力、增强干劲，日子越
过越红火。

清徐县

清徐县精准落实失业保险缴费稳岗返还政策，无需企
业提供申请材料，通过后台数据比对提取符合领取资格的
失业保险参保企业，核定应返还的金额，全县失业保险参保
企业实现“免申即享”。目前，该县已累计为 120户参保企业
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113.82万元，惠及企业职工 9178人。

阳曲县

9月 24日，阳曲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科创中心揭牌。该
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8000平方米，集企业培训、项目孵化、研发
办公为一体。揭牌仪式后，该县主要负责人参观了科创中心
办公场所，指出，全体人员要紧抓科创中心成立的机遇，乘势

而上、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努力将示范区打造成为智慧农业
的新高地。

娄烦县

9 月 23 日，娄烦县委负责人深入向阳村、上静游村、新
庄村等地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农业是娄烦县发展的根
系所在，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机衔接起来，与落实县委提出的“三位一体”总体思路和
要求、实现“一主三翼”战略目标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综改示范区

近日，山西综改示范区厚生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一
期 1 号厂房进入钢结构安装阶段，预计今年 12 月设备就
可进场安装，明年 4 月第一条生产线投产。该项目分两期
建设，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6 亿平方米锂电池隔膜基膜以
及 10 亿 平 方 米 各 类 功 能 复 合 膜 的 产 能 ，年 销 售 额 将 达
100 亿元。

中北高新区

近日，中北高新区开展“服务认证体验周”活动，宣传
服务认证有关法规制度和技术规范，组织认证机构、获证
组织和服务对象面对面交流。该区将进一步加强服务认
证工作，推进辖区认证机构大胆创新，着力提升认证有效
性、公信力，更好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以上由 徐方伟 编辑整理）

领略三晋秋日风情

我省推出 6条高品质自驾游线路

本报讯 26 日消息，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十一”国庆
假期持续闭园，云丘山景区 25日起临时性闭园。

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发布公告，由于景区建设及游客
中心改造，“十一”国庆假期持续闭园。

云丘山景区表示，近日景区连降大雨，极易引发滑坡及泥
石流灾害，9月 25日起临时性闭园，景区内各酒店暂不接待游
客，已经预订景区门票及酒店客房的游客可在原预订渠道申
请免费取消。本次降雨结束，景区具备运行条件后将重新开
放，具体开园时间另行通知。 （贾尚志）

国庆假期

壶口瀑布景区暂不开园
云丘山景区临时闭园

我省开出第 500列
中欧（亚）班列

统筹 梁晓铭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助力第七届山西农博会
9 月 23 日，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以下简称“山西农博会”）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省农产
品国际交易中心）举行。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在山西农博
会现场设立了展台，为参展单位及参会人员提供优质高效
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紧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
求，全力支持乡村产业升级。同时，该行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加大对乡村地区绿色金融推进力度，积极
支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污染防治等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为
服务美丽乡村建设、助力农村生态环境改善蹚出一条创新、
开放、绿色、融合、富民的转型发展新路。

在中国银行惠农金融服务展台前，各类金融助农产品吸
引了不少与会人员驻足咨询。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深挖农
业产业发展机遇，先后创新推出了中银惠农通宝、中银 E 农
通、农担贷、特产贷、新农贷等一揽子涉农金融产品，为客户

提供“一企一策”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为苗木种植、农业养殖、
饲料加工、仓储物流等农业产业全链条提供资金保障，有力
支持了省内酿酒、食醋、乳制品、小杂粮加工、肉禽加工等特
色产业发展。

当日下午，“百家农业龙头企业进山西”活动在太原举
行，省外 60家和省内 157家农业龙头企业参加。作为山西金
融行业唯一代表，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负责人介绍了中国银
行普惠金融政策。该行以县域金融和绿色金融为抓手，聚焦
现代农业产业链，积极向农业科创、功能食品加工、有机旱作
农业、青农联创新创业和种苗花卉培育六大领域倾斜资源，
重点扶持示范区标杆项目；围绕“南果中粮北肉”品牌建设，
充分发挥中国银行国际化、综合化金融优势，创新服务方案、
降低准入门槛、建立绿色通道、降低融资成本，为全省农业企
业提供融资融智支持。

宋丽君 文/图

9月 16日，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山西保险业内
控合规经验交流会，54家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分管合规负
责人现场参会，全省各机构合规岗位相关人员通过会议视
频参会。

此次经验交流会是今年针对内控合规问题进行自查和
整改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通过经验分享，发挥先
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各公司提升内控合规管理建
设品质。在经验交流会上，各人寿及财险公司结合自身实
际，从制度建设、“三道防线”工作机制、内控合规宣传培训、
人员管理、案例警示和问题整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省保险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王相军表示，“内控合规建
设”是一项工程，需常抓不懈，长期推进。各公司要积极开
展自查自纠和问题整改，包括机制建设和问责制度等，并以
此为契机，下大力气推动内控合规工程建设，为我省保险业
稳健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坚实保障。 （梁 敏）

9月 23日，山西银保监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负责人介绍，该行将支持小微企业和发展
普惠金融作为“一把手工程”，举全行之力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确立了普惠金融“敢贷、愿贷、能贷、会贷、好贷”的良好机
制。近两年来，该行普惠金融贷款客户量增长 830%；贷款余
额增长 425%。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充分发挥总行金融科技优势，通过
“中信易贷”普惠金融品牌，为我省制造业、煤炭、物流、医疗、
建筑、零售商超等领域企业提供了高效金融服务。“中信易
贷”摒弃了传统借贷模式的抵质押思维，基于供应链特征、交

易服务场景开发了一系列免担保、弱担保的贷款产品，并实
现全流程线上办理。截至 8月末，该行 86%的普惠贷款来自
线上。从企业发起贷款申请，到系统审批、线上放款、资金入
账，全程仅需 3至 5分钟。截至 8月末，该行已实现 145户小
微企业放款，融资余额 3.4亿元。

同时，该行严格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关于减费让利助力实
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流动性遇
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通过临时性延期、展期、续贷等方
式，助力客户持续经营；为小微企业、涉农企业、扶贫企业阶
段性下调贷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宁 静）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近日，中信银行太原新建北路支行走进企业开展金融知
识宣传。

工作人员现场发放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折页，播放专题宣
传视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在场群众介绍电信网络诈骗的
特点、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的应急措施、电信诈骗识别要点、
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小技巧及电信诈
骗的常见手段等一系列知识，面对面指导大家下载安装“国

家反诈中心”APP，并详细讲解如何使用。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温馨提示广大群众：天上不会掉馅

饼，怂恿投资是骗局；中奖要你先汇款，其中必定有问题；网
上交友需谨慎，不要轻易借人钱；不明链接不要点，自行登录
官网查；个人信息保护好，骗子最爱装熟人；陌生电话勿轻
信，遇事定要先确认；有些骗子出快招，莫急莫慌沉住气；有
些骗子放长线，提高警惕别大意。 （宁 静）

中信银行太原新建北路支行金融知识宣传进企业

近日，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举办“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家庭
财富传承高峰论坛，特邀知名律师团队与到场的近 50名客户
一同交流家庭财富传承和保值增值之道。

专业律师从当前形势和政策背景出发，深度剖析我国当
前的财富管理现状与财富传承面临的风险，通过生动的案例

向到场客户讲解了如何通过家族信托管理和处置家庭财产，
进而实现财富规划目标，成就家族财富的传承；并就客户提
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解答，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此次论坛有助
于帮助高端净值客户抓住机遇，用好财富传承工具，做好资
金布局，优化资产配置。 （宁 静）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举办家庭财富传承高峰论坛

“太感谢建设银行工作人员了，感谢他们特意为我们延长
营业时间提供服务。”近日，我市一对母女对建设银行太原康
乐巷支行员工为其办理业务时展现出的敬业精神表示感谢。

一声感谢还原了一个暖心小故事：9月 15日下午下班
后，一位中年女子领着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走进建设银行
太原康乐巷支行，询问是否还可以办理业务。原来，老人是
其母亲，已经 80多岁，单位通知老人需办理一张建行储蓄
卡用于发放补助。老人腿脚不便，平时很少出门，路上走得
很慢，到网点已过工作时间。“来得及！我们马上为您办
理！”正在厅堂整理收拾的大堂经理没有丝毫考虑与犹豫。
该支行负责人了解情况后，立刻安排重新打开已关闭的设
备，并通知柜台人员暂时不要日结，亲自指导客户办理业
务。该支行负责人放缓语速，耐心地教老人如何签字、如何
设置密码。营销主管则与老人女儿交流用卡安全、防范诈
骗等知识。业务办理完已过 18时，女子和老人连声道谢。

（郭 雅 刘晓博）

“同学们，你们知道如何辨别假币吗？”“知道什么是理
财吗？”……这幕场景发生在中北大学开展的金融知识普及
宣传活动现场。在宣传咨询台前，光大银行太原分行工作
人员正和在场师生进行热烈讨论，路过的人也纷纷参与。

近日，由光大银行太原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信用卡
业务部、解放南路支行 6名员工组成的金融知识宣讲队，利
用开学季走进中北大学，宣传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高校学子
的金融素养。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妙招就是‘三不’：不信、不理、不
汇款。”该行“消保大使”霍文婷通过生动的案例讲述，向广
大师生介绍了常见的虚假购物、兼职刷单等电信网络诈骗
类型，讲解了如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发生电信网络诈
骗后应该采取的有效措施等，提醒大家切实提高防范意识，
一旦遭遇或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求助，确保个人财产安
全。“冒充各银行，短信连环套；催你查账号，偷你卡密码。”
为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霍文婷采取顺口溜和一问一
答形式，更便于他们理解和记忆。

“信用卡不是摇钱树，刷卡消费要适度。”该行信用卡业务
部宣讲员陈亮向高校学生宣讲“理性消费、珍爱征信”的金融
知识，提醒大学生们注意保护个人信息，防范非法“校园贷”，加
强诚信意识等。同学们与他积极互动学习，热烈回应。

要想不上当，关键在自己。许多大学生表示，宣传内容丰
富实用，让他们学到了不少金融知识，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小 光）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工作人员与太谷鑫炳记负责人深
入交流，了解企业经营情况，并介绍中国银行惠农服务政策。

山西省保险行业协会
组织召开内控合规交流会

一次特殊的“走后门”光大银行太原分行
走进中北大学普及金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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