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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并）11月 28日，《人
民日报》第 4版以《山西推进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建设 打造新引擎 融入京津冀》为
题，对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项目、民生发展等情况进行报道。

2021年 7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支持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当年
12月底，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正式设立。山
西提出，将经济区打造成融入京津冀、带动
中部城市群发展的新引擎。

报道称，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涉及太原
市和忻州市的 12个县（市、区）。启动后，基
础设施一体建设，今年 7月，太原至忻州城
际动车开通，日常开行的动车组列车达到
12对，早晚高峰期发车间隔半小时左右，实

现动车“公交化”开行；9月，太忻大道全线
通车，41公里，双向 6车道，开车从太原到忻
州的时间大大缩短；10月，雄安新区至忻州
高速铁路山西段正式开工，这是山西建设
的第一条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

大盂产业新城是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承
南启北的中枢节点，也是太原市集聚资源先
行启动建设的核心区域。大盂产业新城正在
建设的标准化厂房，预计明年5月交付使用，
一批企业将“拎包入住”。1月至9月，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基础设施投资完成186.1亿元，同
比增长76.3%，高于全省68.3个百分点。

产业项目方面，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正
积极对接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计划
合作共建创新联盟、产业基金投资、中试及
产业化于一体的国科（山西）新材料创新基

地，构建“研发孵化在京津冀、中试及产业
化在太忻”的产业合作模式。立足资源优
势，面向京津冀，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重点打
造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型绿色能源、
生态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

“2022年，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入库亿元
以上重大项目共计 682 个，总投资 972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756亿元。重点打造的
太忻数据流量谷，已有 50家数字经济头部
企业注册。深圳惠科、海峡两岸（太原）产
业园、数字五台山智慧景区等一大批新兴
产业类项目加速落地。

民生发展方面，太忻一体化经济区成
立伊始，就将推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作为
重要工作来抓。今年已推出 10 项便民实
事，涵盖购房、医疗、交通等多个领域。

率先取消异地就医备案。截至 9月底，
太原、忻州两市共开通省内无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共计 1883
家。取消异地就医备案以来，两市居民共
有 8790人次享受直接结算服务的便利；从
10月份开始，区域内居民将逐步通过社会
保障卡领取惠民惠农相关补贴，实现“一卡
多用、多卡合一”，减轻群众用卡负担；公共
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区域内 6个县区已
实现与全国 340个城市交通“一卡通”互联
互通，年底前 6 个县（市）也将实现这一目
标；跨市域“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全程网
办、深化拓展“全代办”服务、协同推进两市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互认采信……

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让太忻一体化
经济区发展更便民。

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还款方式有几种？住房公积金贷
款利率是全国统一的吗？……11 月 28
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热点问题
答疑中，对市民提出的公积金贷款相关
问题给予了权威解答。

问：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还款方式有
哪几种？

答：贷款期限在一年期以内的住房
公积金贷款，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利随本
清；贷款期限在一年期以上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借款人可在办理贷款时选择“等

额本金还款法”或者“等额本息还款法”，
按月偿还贷款本息。

问：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如遇
利率调整如何处理？

答：已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
为 1年的，按合同利率标准到期一次性还
本付息；贷款期限在 1年以上的，若遇住
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调整，于次年 1月 1日
起执行相应期限档次利率。

问：现在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
多少？全国统一吗？

答：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标准执行的。目前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率是 2022 年 10 月 1 日调整并实施
的，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执行
5 年 以 下（含 5 年）2.6% 和 5 年 以 上
3.1%；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执行 5 年以下（含 5 年）3.025%和 5 年以
上 3.575%。

问：目前缴存职工家庭最多可以申
请几次住房公积金贷款？

答：最多可以申请两次。

本报讯（记者 张勇）为规范市场价格
行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市场整体价格秩
序平稳，连日来，迎泽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开
展重要民生商品和防疫物资价格专项监督
检查。

执法人员对辖区超市、农贸市场等大
型经营主体进行价格和疫情防控检查。重
点查看了肉、蛋、蔬菜、米、面、油等商品的
销售情况，明码标价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价
格欺诈，串通涨价，囤积居奇等价格违法行
为，同时要求各保供经营主体依法经营，诚
信经营，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要配合政
府有关部门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共同
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严禁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下一步，迎泽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
大市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切实
稳定市场价格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确保生活物资供货稳定，价格合
理，质量安全。

本报讯（记者 霍铮 李晓琳）一些不
法分子借线上代买蔬果之名拉消费者入
群，获利后再将消费者拉黑，针对这类骗
局，11月 29日，市消协发布消费提示，选择
正规平台网购，防止上当受骗，同时对线上
购买蔬果发布注意事项。

一是选择官方推荐的大型超市、商场、
集贸市场或电商平台，并下载、安装App小
程序。这些企业资质齐全、渠道规范、信誉
度高，注重商品品质及服务质量。消费者
也可选择所在地社区推荐的生活保供商
家，对于微信群中不明身份者发送的商家
二维码，须谨慎选择，防止上当受骗。

二是按需消费，理性下单。根据自身
的配送能力，企业的销售方式不同，有的允
许自主选择商品，有的则以套餐形式推出

“蔬菜包”，有的则同时推出两种模式。无
论哪种销售模式，消费者依据自身需求购
买商品即可，无需盲目购买、囤积大量物
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三是无接触式收取物资。疫情防控期
间，安全至关重要。收取物资时，消费者要
佩戴口罩及手套等防护用品，并对照购物
清单清点商品，查验商品有无破损或腐
败。对物资外包装进行消毒后再带入室
内。收货完毕要及时洗手，做好清洁工作。

四是蔬菜水果应先洗再切。消费者可
用清水把蔬菜水果浸泡 10分钟到 20分钟，
也可用水果清洁剂清洗后，再用清水冲净。

五是保留证据及时维权。消费者要通
过截图等方式保留购物及付费凭证，一旦
出现纠纷，可将此作为证据，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勇 通 讯 员
兰杰 文/摄）在迎泽区解除临时静默管
理后，辖区各餐馆、超市、公园及企业等
公共场所的生产生活有序恢复。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前提下，迎泽
区生产生活井然有序，各行各业共同守
护着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在康乐街一家超市门前，不少前来
购物的市民正在等待排队进入，工作人
员逐一检查防疫“四要素”。商场的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接到复工通知后，我们
做好了各项准备，全面清理卫生环境，不
留死角开展消杀，备足各类商品，满足群
众购物需求。”

在朝阳街，一家餐馆的负责人边忙
活边说：“解除静默了，我们都很高兴。
现在店里实行‘线上销售、线下配送’的
配餐方式，不做堂食。之后，我们会按照
疫情防控政策再做调整。”

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员工们全神
贯注、不时有电话铃声响起……在中泰
广场，山西清露金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员工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该公司负责
人武瑜说：“复工后，我们立即召集各部
门负责人开会，在落实好疫情防控‘四要
素’的前提下，加紧完成积压的订单。”

“请戴好口罩，扫描场所码，出示健
康码和行程卡，主动测体温。”在迎泽公

园工作人员的提示下，大家拿出手机扫
描场所码，出示相关信息后进入公园。
迎泽公园负责人表示，接到开园通知后，
他们第一时间通知工作人员上岗，安排
专人在各个入口进行查验和引导工作。
同时，对公园环境进行清洁消杀，力争为
市民创造干净安全卫生的游园环境。

“解除静默后来到公园散散步，呼吸
一下新鲜空气，心情好了很多。要感谢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的付出。”正在
游园的高女士说：“作为市民，我要做
到出门戴好口罩，遵守公共场所的疫
情防控规定。抗疫成果需要我们大家
共同守护。”

打造新引擎 融入京津冀
《人民日报》关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杰华 通讯员 潘
晶 田静）11月 29日杏花岭区消息，面对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该区行政审批局立足
政务服务实际，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不见
面”“无接触”审批实现服务不断档，坚持
疫情防控与政务服务工作“两不误”，保障
全区经济安全高效有序运转。

为全面畅通疫情期间网上办事渠
道，加大“网上办事”力度，该局发出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政务服务“网上办”的倡议

书，鼓励、提倡、引导企业群众在疫情期
间从“线下办”逐步转向“网上办”，办事
群众可登录“杏花岭区政府服务网”进行
网上申报、网上咨询，审批部门网上受
理、网上审核，采用免费邮寄证照到家方
式，最大限度保障各项手续如期办理，让
其在疫情期防控期间足不出户，最大限
度降低人群聚集。

太原市杏花岭区昱宸培训学校通过
线上办理“营转非”，申请设立新非营利

法人，法定时限 60个工作日，该局精简办
事流程、压减办理时限，仅 3个工作日办
结。该局还通过在线视频会议形式，召
开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建设项目评审会。视频评审会上，与
会专家和相关部门通过网络视频展开了
深度交流，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及编制
单位详实汇报，重点对项目可行性提出
了建议，确保在规定时限内保质保量完
成评审环节，积极助力项目落地达效。

迎泽市监局
开展价格检查

有人借网购行骗
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杏花岭区疫情防控与政务服务两不误

市民关心的公积金贷款问题有答案了

共同守护防疫成果 生产生活井然有序
迎泽区

不少市民走出户外，来到迎泽公园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