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记者从 9
月 2 日市政府新闻办“小康圆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十三五”时期，全市交通运输系
统紧紧围绕交通运输“先行官”的职能
定位，以建设项目为抓手，全力构建内
畅外联的路网体系，取得了积极成效。

形成“一环七射”高速公
路网

我市目前已形成“一环七射”的高
速公路网格局，总里程达到 286.9 公
里。其中，一环为现状绕城高速，七射
为大运高速北段、太阳高速、太旧高速、
太长高速、大运高速南段、太古高速、太
佳高速。

东二环高速已于去年 10月 26日建
成通车，项目全长 33.2 公里，起点为阳
曲县凌井店乡，接京昆高速和在建的太
原北二环高速公路；终点为晋中市榆次
区什贴镇龙白村，接太旧高速公路和南

二环高速公路。
西北二环高速于 2019年 12月开工

建设，项目路线全长 160.229 公里。起
点是交城县义望枢纽，接青银高速；终
点是阳曲县凌井店枢纽，接太阳高速、
东二环高速。

太原二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进一
步完善市域高速路网布局，提升强化路
网功能，拉大城市框架，拓展城市空间，
促进省城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具有重
要意义。

农村公路建设高质量发
展

“十三五”期间，我市农村公路总里
程达到 6743 公里，完成“四好农村路”
建设里程 2774 公里，安防工程 544 公
里，危桥改造 44 座，2019 年，阳曲县被
评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2020
年，晋源区被评为全省“四好农村路”示
范区。

我市农村公路建设的高质量发
展，切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践行乡村振兴
战略、全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有效提
升城乡一体化发展贡献了坚实的交通
力量。

全市建成旅游公路410
公里

“十三五”期间，全市完成旅游公路
建设 410公里。其中，东西山旅游公路
路线总长 229.4公里。西山旅游公路于
2019年 5月建成完工，东山旅游公路于
2020年 6月建成完工。

2019 年至 2020 年，东西山旅游公
路连续两年承接了环太原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事任务，受到国际自行车联盟、
国家体育总局及来自五大洲 11个国家
20支国际顶级赛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被誉为云端上的“彩虹路”，为进
一步推进我市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全

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省城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建成汽车客运东南站
“十三五”期间，我市中心城区客运

场站数量增至 7 处。汽车客运东南站
全面建成，目前正在积极组织筹备运营
工作。汽车客运东南站总建筑面积
3.26万平方米，是太原南站综合交通枢
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市目前建设规
模最大，功能最全，多种运输方式优化
衔接，高效换乘的综合客运枢纽，投入
运营后将有效提升太原乃至山西交通
形象和服务保障能力，改善人民群众的
出行条件。

中心城区公交场站达到 35个，“十
三五”期间，完成新城电动公交枢纽站、
柴村公交首末站、省体育中心公交停保
场、明珠公交停保场、松庄公交停保场
等 6处公交场站的建设和更新，进一步
提升了公共交通服务品质。

“小康圆梦”太原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

太原晚报消费维权
183034-12315经济 新闻 2021.9.3 星期五

版05

ISBN978-7-5067-4721-9���武汉易瑞生物科技医药公司 广告

《皮肤病不复发》来电赠阅
�������想知道科学、合理的改善和防治皮肤病的
方法吗？ 由著名皮肤病专家田原教授撰写的
《皮肤病不复发》一书正式出版发行，揭示了皮
肤顽疾的真正致病原因。

该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实用性强。 从皮
肤病患者的饮食、心理、防治、护理等方面的医
学常识入手，例举了大量的临床案例，每个读者
都可对照学习，获得相关的知识和帮助。通过阅

读《皮肤病不复发》，很多疑问您都能从书中找
到答案。了解以前不知道的治疗方法，并从众多
临床病例中吸取经验，让治疗少走弯路，简单易
学。为了普及皮肤病治疗常识，本次活动纯属赠
阅性质，不收取任何费用。 现在，只要你拨打申
领热线，不花一分钱，书籍即可送到你家，由于
印刷数量有限，发完为止。

申领热线：400-178-5525
太原市迎泽区皓皓食品店 广告

自动变焦老花镜领取通知
物资如下：
1.老年健步鞋一双；
2.大米 1千克、大蒜 500克；
3.不锈钢餐具一套；
4.100-600 度自动变焦
老花镜一副。 咨询电话：0351-2598381��0351-2306252

注：已领取的不可重复领取

2�.�年满65-85周岁人群（1份报纸夫妻双方均可领取）；
3.物资分批发放，请合理安排时间，详情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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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9
月 2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市将
全面开启交通强国建设太原新
征程，优化完善综合立体交通
网络，全力推进交通运输基础
设施建设。其中，我市将围绕
太原都市区规划，构建“一环、
十二射”的高速公路网。

规划中，我市将新建两条
高速公路。

一条是古交—娄烦—方山
高速公路，全长 79.4 公里。项
目的建设对进一步提升和拓展
省城高速路网布局、打通山西
西部出省通道、振兴我市西部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具
有积极意义。

另一条是阳曲大盂—盂
县（晋冀界）高速公路，全长 86
公里。项目建设是打通我省

东部出省通道，深度融入“雄
安新区”、京津冀协调发展、环
渤海经济圈建设的重大战略
举措，对太原构建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形成“大交通，大格
局”的高速路网体系具有积极
意义。

此外，太原二环高速公路
整体建成后，现有太原绕城
高速公路将调整为城市快速
路。

本报讯（记者 齐向
真）9月 2日，市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消息，“十四五”
期间，我市将进一步提升农
村交通运输公共服务水平
和安全水平，推动“四好农
村路”高质量发展，努力营
造安全便捷的出行环境和
条件，让农民群众有更多、
更直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构建便捷高效、普惠公
平的农村公路路网，服务群
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按照三级及以上公路标准，
实施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
路建设 108公里；推进农村
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
入户倾斜，有序实施较大规
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
124.9 公里，建制村通双车
道公路 168.9 公里，县乡公
路改造 227.4 公里；结合乡

村产业布局和特色村镇建
设，推动资源路产业路建设
74.5公里。

营造安全宜人的农村
公路交通环境。规划实施
危桥改造 32 座，2023 年前
消除存量、动态排查。实现
农村公路交通安全基础设
施明显改善、安全防护水平
显著提高，公路交通安全综
合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完善农村公路管理养
护体制机制。强化资金保
障，全力抓好农村公路“路
长制”的组织实施，建立精
干高效的管理体系。农村
公路列养率达到 100%，中
等及以上农村公路占比不
低于 75%。农村公路治理
能力明显提高，治理体系初
步形成，通行条件和路域环
境明显提升，交通保障能力
显著增强。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9
月 2日，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消息，“十四五”期间，我市将
统筹做好巩固交通脱贫攻坚成
果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
接，高标准、高质量、高品质推
动脱贫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规划建设脱贫地区“四好农
村路”240公里。

“十四五”期间，我市规划
实施阳曲大盂—盂县（晋冀界）
高速公路和古交—娄烦—方山
高速公路，打通我市东部、西部
出省通道，助推阳曲县和娄烦

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同时，重点围绕较大规模自

然村（组）通硬化路、乡镇通三级
以上公路、建制村通双车道公路、
资源路产业路等建设任务，规划
实施脱贫地区“四好农村路”建
设240公里，总投资8.47亿元。

我市路网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解决农村群众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构建“一环十二射”高速公路网

在脱贫地区建设
240公里的“四好农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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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宝国）省政
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领域利
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9月 1日
公布。我省支持太原市重点推进
城市建设领域引进外资，支持山
西综改示范区创建中德国际合作
园区。

我省鼓励外商投资重点产
业，涉及半导体、大数据融合创
新、碳基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省政府
确定：太原市重点推进城市建设
领域引进外资；省交通厅重点开
放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吸引外资
通过投资优质收费公路等项目；

省国资运营公司重点推动外资并
购投资能源、电力等领域省属国
有企业和项目。同时，支持山西
综改示范区创建中德国际合作园
区，重点引进半导体、新一代信息
技术、合成生物、新能源汽车及高
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

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取消
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支持
外资企业设立独资或控股生产企
业；支持外商投资干线飞机、支线
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无人机、
浮空器的制造；取消外资银行、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
构业务范围限制；取消中外合资

银行中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是
金融机构的有关规定等。

我省取消外资企业审批备案
管理，实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
度。授权各设区市、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作为辖区
内外资企业登记注册机关，登记
注册时间不超过３个工作日。下
放外资项目备案(或核准)权限到
各设区市、省级以上开发区项目
备案部门。同时，奖励实际利用
外资项目。如，对当年实际到位
资金超过 1000万美元的外资项目
或注册企业，按照实际到位外资
金额的 5%给予人民币奖励。

城建领域引进外资 大力支持

太原

推进城市建设领域引进外资

政策好，吸引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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