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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太原的藏家集中在一起，专
门开这么一处古钱币收藏、交易场
所，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真是件大好
事。”8月 28日，我市收藏钱币爱好者
张先生如是说。当天，汇集了近 50
家商户的开化寺钱币市场正式开门
营业，吸引了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和
买家前来淘宝。

是日下午 2时许，记者来到位于
开化寺古玩市场北区的钱币市场。
走进市场内，周围是古色古香的建
筑，店面内各种银元、银锭、钱币等一
应俱全，令人眼花缭乱。不少店主在
店门口都标有“高价收购银元、银锭、
纸币、铜钱”等内容的广告语。

在钱币市场一家名为“晋祥泉
盛”的店铺内，店主严晋祥正忙着招
呼顾客。老严是我市一名资深的钱
币玩家，从试营业到正式开业，每天
来店里向他学习、讨教的爱好者络绎
不绝。“晋祥，这是我刚收下的银元，
你给掌掌眼。”“严老板，你看下我这
钱的品相如何？”忙乱之中，严晋祥简
单和记者聊了一会儿，他说，自己多
年在全国各地到处跑，逛过许多钱币
市场，也见过不少藏家、玩家。“咱文
化水平低，‘吃药’（指吃亏上当）多
了，也就慢慢从一个‘小白’变成了行
家。”为了让更多的收藏者少走弯路，
避免上当受骗，他在市场内免费给大
家的收藏做鉴定，此举得到广大藏友

的一致好评，他的店内也常常人气爆
棚。短短的十几分钟内，严晋祥就做
成好几笔买卖。“价格公道，在他这里
买得也放心。”不少收藏者说。

与严晋祥不同，海瑞则是一名有
着大学文凭的钱币收藏爱好者。走
入海瑞的店，如同走进一家古钱币小
型博物馆，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古
钱币被分别整齐地摆放在展示柜
内。这里不仅能为收藏钱币的爱好
者鉴定钱币的真伪，还能为钱币做评
级服务。一枚经过评级鉴定过的古
钱币从名称、年代、尺寸、品相等都会
标注得一清二楚。海瑞告诉记者，他
从高中起就喜欢钱币，大一开始涉足
古钱币、银元、纸币等收藏领域。大
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忻州、太原南宫
等地开过店，现为一家国内鉴定企业
的太原代理商。

据开化寺古玩市场业主委员会
史源利介绍，开化寺钱币市场所处的
位置曾是开化寺街最脏乱差的地方，
不少商铺是商户们以前用来做仓库
的地方。开化寺市场业主委员会经
过前期市场调研，于今年 2月开始筹
办钱币市场，8月 28日正式开业。今
后，钱币市场将举办各类钱币交流活
动，一方面可以大力宣传我国的钱币
文化，一方面也向大众普及专业的钱
币收藏知识。

记者 周利芳 文/摄

本报讯（记者 李 静）8 月 29
日，从山西股权交易中心获悉，目前中
心挂牌展示企业达 2365家，累计帮助
企业实现融资 152 亿元，推动 23 家企
业成功转至新三板。

作为我省唯一的区域性股权市场
运营机构，山西股权交易中心积极服
务实体经济发展，助力中小企业步入
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据初步统计，截
至 8月 29日，挂牌展示企业达 2365家，
会员机构 381家，托管企业 1196家，托
管总股本 1058亿股，累计帮助企业实
现融资 152 亿元，推动 23 家企业成功
转至新三板。会员机构数量、托管银
行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自成立以来，通过做实做优“三大
平台”，山西股权交易中心致力于成为

“企业之家”“会员之家”“投资者之家”，
倾力打造山西自己的证券交易所。搭
建“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服务平台”，创
新改革展示板、培育板和晋兴板三个板
块层级，提升挂牌企业质量。搭建“政
策措施综合运用平台”，构建政府专属
服务体系，制定精准服务。搭建“金融
科技应用平台”，借助数字技术为金融
服务赋能，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的运
用，简化投融资双方交易环节，增加直
接融资产品有效供给。构建企业信用
信息平台，为各参与主体提供及时、有
效、全方位的数据分析和对接服务。

光子嫩肤、水光
针、补水导入、注入玻
尿酸……消费升级的
大背景下，用时短、创
伤面小、价格更亲民的
各类“轻医美”机构和
名目繁多的“轻医美”
项目备受关注；由于迎
合了人们“轻松变美”
的心理需求，这样的服
务一推出就受到我市
众多爱美人士的青
睐。那么，“轻医美”与
传统医美有何区别？
“轻医美”到底有没有
医疗风险？爱美人士
在选择消费时应注意
什么？连日来，记者就
此进行采访。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8 月 29
日，从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了解
到，该分局近日将一起案件移送至市
公安局尖草坪分局后，公安部门对违
法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处以行政拘留十
日的处罚。

8 月 10 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尖
草坪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区阳曲镇黄
花园村展开巡查，发现该村村口北 1
号院内有一从事内外墙面涂料生产的
加工厂。经查，这家名为“太原市尖草
坪区佳美和信涂料厂”的企业，在未报
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情况
下，擅自进行生产加工。当日，执法人
员对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要求其立即停工停产，改正环境
违法行为。

8 月 12 日，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落
实整改情况展开复查时，发现其并未
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在未完善环境影
响评价手续的情况下仍在从事违法生
产。对此，市生态环境局尖草坪分局
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利剑斩污”专项
行动，立即成立案件研讨组，召开案情
分析会，对该厂的环境违法行为予以
立案处罚，并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近日，市公安局尖草坪分局依法
对太原市尖草坪区佳美和信涂料厂负
责人钊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
罚。

本报讯（记者 张勇 通讯员
何大博）中秋节临近，为保障节日期间
月饼安全生产，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东湖醋园月饼生产车间进行了
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执法人员对原辅料进
货台账、添加剂使用台账等相关资料
进行了查阅，对月饼生产车间整体生
产环境条件、生产过程、从业人员管理
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和指导。执法人
员还对企业的原辅料进货途径、是否

利用回收月饼或过期馅料作为原料加
工月饼、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非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除氧剂使用是否
规范、月饼包装标示标注是否规范、是
否存在过度包装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监
督检查。

执法人员向企业负责人强调，月饼
作为中秋节传统食品，中秋节期间市场
需求量大，生产企业一定要压实生产责
任，严把产品检验关，防止不合格月饼
流入市场，确保节日期间生产安全。

看上去很美 背后坑很多

炒作“轻医美”风险却避而不谈

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民
众对美容的需求日渐旺盛，致使医疗
美容机构数量快速递增，涉及医美纠
纷的投诉也呈上升趋势。据不完全
统计，今年截至目前，我市与医美相
关的各类投诉举报已达 60余起。

市卫生健康执法部门相关负责
人表示，高压态势下，一些黑心商家
的违法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加之部分
商家与消费者私下达成赔偿协议，造
成的难以取证、证据不充分等问题都
严重影响着执法范围和执法力度。

为进一步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
不受侵害，市卫生健康监督部门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部
门协作，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培养专
业性更强的执法队伍；同时保持高压
监管不放松，把握并守好法律底线，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引导好美容机构
依法执业。此外，加大宣传力度，激
发群众自觉监督举报的积极性，使医
美监管制度长效化，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健康权益。 记者 周利芳

“真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8月 18日，
90 后市民安女士向记者回忆说，去年她在
迎泽区新建南路一家美容院进行面部激光
祛斑治疗。一个月后，安女士的面部出现
凹陷等问题。与商家多次交涉无果，她只
好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经查，该美容院
并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执
业医师证》。目前该案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

那么，市民朋友应选择哪些正规的医
院或机构呢？目前，我市取得医美资质的
公立医院有太原市中心医院、太原市第二
人民医院、太原市中医医院、山西医科大学
第一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等；已登记注册
的医美机构和有资质的医疗美容机构共有
109家，已取得主诊资格证的医生有 166人。

郭大夫表示，轻医美与传统医美相比，
对医院或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应急救治能
力等要求略低，会更加依赖仪器设备和原材
料。但从根本上讲，轻医美仍是医疗行为，
存在一定的医疗风险。患者如有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疾病，都可能在术中、术后引
起并发症，有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8 月 25 日上午，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
来到位于小店区平阳景苑小区一家名为

“琪琪美业”的会所。装修华丽的店内，“雷
达线雕”“超微小气泡深层清洁”“钒钛无针
水光”等内容的广告牌随处可见。简单的
几句询问后，该店店主王女士为记者出了
一个初步的轻医美诊疗计划——“去除眼
袋+额头除皱”两项，费用共计 11000元。

王女士自称她从事医美行业 30多年，
在山西小有名气。店内推广的这些项目都
是市面上最火的。当记者询问其所用产
品、采用的仪器是否正规时，对方立马警觉
地显示出不友好的态度，不予回答。

我省一家三甲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郭
大夫介绍说，现在市面上许多商家对轻医
美进行概念炒作，有的还夸大疗效，一味地
鼓动消费者去尝试各种新项目，却对治疗
风险、有无并发症等问题避而不谈。如小
针类项目，同一疗效的药品，生产厂家、品
牌品类众多，价格更是雾里看花。此外，同
类型的美容治疗仪器，价格从几万元到数
百万元不等，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均有所
不同。

我市新添一处钱币市场

杏花岭区检查月饼生产企业

没有环评手续 拒不停产整改

尖草坪区一企业负责人被拘十日

152亿元融资助力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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