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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建筑中巷道路施工，需对供水管线

进行对接，定于 2021年 11月 3日 10时——2021年
11月3日22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建筑中巷（西矿街——西铭路）

兹因更换供水管线阀门，定于 2021年 11月 3
日10时——2021年11月4日10时在下列区域实施

停水：

千峰北路路西（兴华街——彭西四巷）

兹因配合通达街道路施工，需对供水管线进

行对接，定于 2021年 11月 3日 10时——2021年 11
月4日10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益丰西街以南，汾东南路以东，通达街以北，

人民南路以西；通达街路南（兴农路——永丰路）、

聚华路、都乐街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日

“今天加油站还有优惠吗？”自从
油价上涨，寻找便宜加油站就成了车
主王斌的心事。“查了 3家常去的加油
站，今天这里优惠幅度最大。”10月 28
日，看到油箱即将见底儿，王斌登录油
站公众号，几番比价后，把车开到了双
塔西街的一加油站。200元的 92号汽
油，加注 26.63升，优惠 25.83元。哪些
油站指定日加油优惠，哪些特定银行
信用卡充值优惠加油，类似信息王斌
很关注。

“我很少开车出去，改乘公交车
了。”上班族中不乏弃车而乘坐公交
者，车主朱箫楠就是一例。“95号汽油
每升已经破 8 元了，能不开车就不开
车。”

在位于万象城的特斯拉体验店，
消费者张欣正在向购车顾问咨询汽车
性能，这是一款售价为 23.59万元的新
能源车。张欣说，原本打算购置一辆
燃油轿车，但现在改变了主意。“汽油
价格又涨了，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车
性价比高，续航里程 468公里，按 1元
1 千瓦时电来算，充满电 50 元左右。”
该店一销售顾问介绍说，新能源车购
置税减免，动力结构简单，日常保养便
宜，所以新能源车卖得好。从订车到
提车，要等 2 个月左右的时间。即使
如此，购车者仍然络绎不绝。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
李静）11月 1日，市统计局消
息，前三季度我市旅游总收入
持续增加。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
市重点监测景区共接待游客
457.4万人次，实现门票总收入
9001.4 万元。旅游经营收入
1.08亿元，比前半年增长25%。
其中，9月当月全市重点监测

景区共接待游客18.9万人次，
实现门票总收入 523万元，旅
游经营收入596.1万元。

旅游业辐射“吃住行、游
购娱”等多个产业的发展，充
分发辉旅游业的辐射作用，
可带动住宿、餐饮、零售行业
的发展，为促进我市消费市
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
机。

本报讯（记者 任晓明）11
月 1 日，从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
管理中心了解到，在该中心道路
排水保障三所的帮助下，兴华南
小区污水外溢问题得到了彻底解
决。

近日，兴华南小区居民再次
被污水外溢问题所困扰，希望道
路排水保障三所帮忙解决。三所
有关负责人在得知情况后，立即
对堵塞管线展开全面排查，查找

问题，并派出高压清洗车前往该
社区处置。仔细排查发现，污水
管线有淤堵，造成污水高水位运
行，导致出现外溢情况。

问题源头确定后，市政工人
立即开展疏通工作，大家撸起袖
子，先用铁锨、铲子清理井内杂
物，同时采用机械疏通的方式反复
冲洗管道。虽然管道中的堵塞物
被清理干净，但整条管线仍然排污
不畅。工作人员根据经验，判定该

地段有被掩埋的窨井。排查近300
米管线后，工人们最终确定窨井位
置。在清掏了4座污水井，疏通管
道120余米后，该小区管道堵塞问
题得到根本解决。

随着污水退去，居民们露出
了笑脸。社区主任高素琴高兴地
说：“这个管道经常发生堵塞情
况，一直找不到原因，感谢市政部
门帮我们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
排水不畅问题。”

本报讯（记者 李静）11月
1 日，山西省零钞预约服务平
台启动，市民可登录银联“云闪
付”APP，输入“零钞预约”，根
据提示预约，自主选择所需网
点，预约 20元及以下面额的纸
币和硬币。

伴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和
发展，我省 20元及以下券别人
民币投放量总体呈逐年减少态
势，年均下降率为 3.89%。同
时，小面额现金的使用人群和
行业愈加集中，主要为两类：老
年人、农村乡镇居民等群众；批
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卫生和
社会工作等行业。鉴于此，我
省零钞预约服务平台应运而

生，推动零钞服务线上线下高
效协同，实现零钞服务更方便
更精准更高效。

平台预约实现“T+1”，即
在兑换的前一天预约，并可精
确到整点，支持提前一个工作
日取消预约。目前，首批涉及
太原市 19 家银行的 101 个网
点，包含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光大、民生等国有银行、股
份银行，不含政策性银行、外资
银行，之后将逐步在全省推
广。市民可自由选择距离自己
最近的或比较喜欢的银行网
点，不受账户开设限制，根据银
行备付情况选择兑换日期。无
偿使用预约兑换服务，没有任

何手续费用。预约成功后，可
随时查看受理进度。预约完成
后，还可对银行服务进行评
价。当日，已有部分于前期试
运行中预约成功的市民，顺利
在银行网点取上零钞。

每人每天可预约一次。平
台将通过对市民预约数量的统
计分析，合理调整预约数量限
额，达到预约兑换的最优化。
在零钞预约兑换功能的基础
上，平台还加载了政策推送、人
民币知识宣传、调查统计等功
能，丰富应用场景，助力市民了
解更多相关的金融知识。春节
前，平台还将适度增加新钞兑
换服务。

汽油价格涨了

伴随着国际油价的一路高涨，近期国内成品油价
也接连迎来涨幅。目前，太原汽油零售价也已调高，
92号汽油7.51元/升、95号汽油8.1元/升、98号汽油
8.8元/升。节油再次成为燃油车一族的刚需。

千省万省不如养成良好
的用车习惯，经常开车的郭
海亮说，“要经常给汽车减减
负，就能省下不少油钱。”他
经营白茶生意，在太原、榆次
各有店面，经常要往返两地，

“跑长途，一定要减轻车辆本
身的重量。车厢内或后备箱
放的东西太多，会增加汽车
的载重，使油耗增多。”

车主陈涛是个有心人，
也总结出了一套降低油耗的
方法。“等一个比较久的红
灯、长时间堵车、临时停车等
人……这些情况下，若一直
原地怠速，很费油。我的车
是 1.5L 的发动机，原地怠速
一小时，大概多消耗汽油 0.5
升。所以，在原地长时间等
待时，要把车子熄火，这样不
仅可以省油，而且也能减少
废气排放。”

山西省汽车维修行业协
会常务副会长高凤英也给出
一些省油技巧：早晨出发前，
原地热车，但需要注意时间，

比如夏季气温较高，原地热
车半分钟就够，就能很好地
润滑部件，促进燃油燃烧。
在冬季，可以适当延长至 1
分钟。起步的时候要柔和，
急速起步既伤车又浪费燃
料。行驶过程中，尽量匀速
行车，不要突然加速或突然
减速，否则不仅费油，还会损
伤发动机。要保持胎压稳
定，并使用同款轮胎。轮胎
气压不足，轮胎和地面的接
触面积加大，摩擦力就会变
多，导致汽车行驶阻力增加，
油耗上升。

除了养成良好的用车习
惯外，加油也有技巧。山西
道蓝比亚迪 4S 店售后总监
郭经理介绍，加油时，要选择
大气温度低时，如清晨、晚
上，这时汽油密度相对较高，
加油比较经济。加油以后，
油箱盖应锁紧，以减少油料
挥 发 损 失 并 保 持 油 料 清
洁。

本报记者 梁丹 马向敏

针对市面上热推的燃
油汽车节油产品，山西省汽
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彬
表示，对于传统燃油汽车而
言，加入燃油添加剂的原理
是清洁燃油，提升燃烧效
率。不过，市面上的燃油添
加剂鱼龙混杂，而且汽油燃
烧有自身的规律，不能断然
说加入添加剂就一定能节
油，至于能达到多少的节油
率更是需要考证。

“消费者不要被商家的
推销所误导。”刘瑞彬介绍，
目前许多新型燃油车发动
机配置越来越高，在节油方
面已经进行了诸多改进，可
以说通过外部力量实现节
油越来越难。此外，新型汽
车的油箱装置和发动机，对
润滑剂、机油、汽油的使用
都有相对专业的要求，需严
格按照说明书来执行。如
果随意加入燃油添加剂或
装配节油器，可能会给汽车
使用带来副作用。“从目前
来看，按照汽车的使用说明
进行正常保养就能达到省
油效果。”

市区内加油站加大了对
节油产品的推销力度。“油价
涨了，您不妨试试这个。”在
位于体育西路的长城加油
站，工作人员指着一个装有
蓝色液体的瓶子说，“用这一
款汽油清洁剂，能节油还减少
积碳。”“以前，此类节油产品
卖得不好，一天最多卖出一两
瓶，现在每天能卖15瓶。”

在距离不远的中国石化
一加油站，也有类似产品推
销。工作人员说，这里的节
油产品也很好卖。“汽油复合
剂加入油箱后，能促进汽油
完全燃烧，达到省油目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先后有 5位
车主咨询购买。

据了解，目前节油产品
中最常见的是节油器和添加
剂两类。节油器主要是通过
改装涡轮增压器来优化动
力，达到降低油耗的目的，价
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多在汽车维修站销售；燃油
添加剂是直接加注在油箱
内，与汽油混合在一起，提高
汽油燃烧效率，价格多在 30
元到 60元之间。

有车族算算省油账

理性对待推销节油产品走俏 学学省油技巧

我市旅游业持续好转

市政人员上门疏通 小区排水恢复通畅

零钞可以线上预约了零钞可以线上预约了
首批覆盖我市首批覆盖我市1919家银行的家银行的101101个网点个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