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 5日，兴业银行与中国

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下称清洁基金）

管理中心、 福建省财政厅在福州签署

了“绿色创新投资业务” 合作协议，构

建福建省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新机制， 共同助力福建省实体企业

低碳转型发展，共建清新福建。

据悉，“绿色创新投资业务” 由清

洁基金、福建省财政厅、兴业银行三方

共同发起， 是用于支持福建省绿色低

碳发展、 节能减排等有利于产生应对

气候变化效益、 以项目为载体的创新

业务。 预计本合作协议顺利落地实施

后，以每年开展 10 亿元人民币的基金

贷款项目计算，可至少撬动 25 亿元人

民币的社会资本。

“绿色创新投资业务” 在福建省

的推出， 借鉴了传统清洁发展委托贷

款的实践经验。 根植于福建的兴业银

行此前已与清洁基金达成了总对总绿

色金融合作， 共同构建清洁发展绿色

融资创新模式， 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助力各地绿色低碳转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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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到来，北京茅台收藏馆特别推出“金秋九月佳节

多 老酒变现正当时” 系列大型答谢庆祝活动。 9 月，凡是

拿老酒到现场鉴定的市民，都可获得一份精美小礼品；凡

是现场将老酒变现金额在 5千元至 1万元，可获赠高档月

饼一份； 变现金额在 1 万元以上， 获赠高档月饼一份和

500 元现金；凡是老客户介绍新客户成功变现，老客户可

以获得 200元现金奖励。

9月充满团圆喜庆 收藏馆为市民献厚礼

9 月是一个喜庆节日接踵而至的月份，9 月 10 日是教

师节，9 月 13 日是中秋节，9 月 23 日是中国农民丰收节，10

月 1日是新中国成立 70华诞。长期以来，收藏馆已经形成了

佳节回馈市民的传统，这次也不例外，收藏馆的活动密集展

开，回馈力度空前，收藏馆希望通过一种别样的方式，为祖

国庆祝生日，与市民一起度过这个难忘的 9月。

活动内容丰富 回馈力度空前

早在两个月前，收藏馆就为 9 月的大型活动做准备，增

加人员，采购奖品，争取赞助单位的支持。 目前，礼品全部空

运至贵阳，专家值班时间确定，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针对教

师、农民等特定群体前来老酒变现，收藏馆还有特别的变现

政策和礼品赠送。 由于涉及奖励的细节较多，这里就不一一

叙述。 9月，只要你拿老酒来收藏馆鉴定，就会有惊喜；只要

你在此将老酒变现，将享受到比平时更高的变现价格，而且

可获得主办方比平时更高的现金奖励， 获赠的礼品也都是

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收藏馆满满的诚意，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山

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金秋九月佳节多 老酒变现正当时

北京茅台收藏馆推出大型系列回馈活动

本报讯 9月 10日， 市公安交

管局发布中秋节交通情况分析和

出行提示，预测贵阳市商圈及近郊

景区周边道路节日期间将出现较

大车流量，建议市民出行前关注路

况，避开拥堵路段。

据了解， 今年中秋节假期从 9

月 13 日至 9 月 15 日，高速公路正

常收费。 根据往年中秋节贵阳辖区

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分析，交警预测

今年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将加大，但

不会出现拥堵排队的情况。 预计出

现最大车流的时间在 9 月 12 日 17

时至 20 时， 承载交通量较大的高

速为绕城高速、贵遵高速、贵黄高

速、江都高速、银百高速。

交警根据数据分析， 中秋期

间， 市区商圈和市内近郊景区将

会出现较大车流。 在市区商圈中，

交通流最为集中并可能引发交通

缓行的是受云岩区喷水池、 大西

门商圈吸引的中山路、中华路，受

南明区花果园购物中心、逸天城、

大南门商圈吸引的花果园大街、

中山南路、市南路，以及受观山湖

区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万达广场

等吸引的北京西路、云潭南路、观

山西路。 而缓行最为严重的是中

山西路， 高峰交通流出现的时间

为上午 9 至 10 点， 下午 15 至 16

点左右。 其余城区商圈周边道路

交通流在时间上与中山西路基本

一致，建议市民尽量错峰出行，尽

量避开商圈沿线道路。

在市内景区中， 预计花溪公

园、 十里河滩湿地公园、 青岩古

镇、小车河湿地公园、天河潭周边

路网以及通往市郊风景区的花溪

大道、西二环、新添大道等道路交

通流较为集中。 目前，通往花溪、

乌当各景点的多处路段正处于工

程建设施工状态， 受路网施工影

响道路通行能力降低， 建议市民

从市区前往青岩古镇， 选择贵惠

大道 - 贵惠高速 - 青岩收费站 -

青岩古镇； 前往天河潭选择行驶

环城高速由天河潭收费站下，可

直达天河潭景区； 前往乌当区渔

洞峡、东风镇方向，建议选择北京

东路出行。 同时，交警也提醒，市

民在出行前请提前关注路况，尽

量避开拥堵点。

另外，交警根据往年节假日数

据统计，贵阳市日均发生挂擦物损

事故 150余起。 节日期间由于各条

高速、景区周边道路等交通流量较

大，车辆拥挤，建议出行驾驶员行

车时要注意控制车速、车距；不要

随意变换车道。 一旦发生事故，请

尽快挪移现场并打开双闪灯、设置

警告标志， 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

遇恶劣天气时，新手司机应尽量避

免开车上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强）

本报讯 2019年中秋小长假即

将来临， 据贵阳铁路部门预测，假

日期间， 贵阳三大火车站将有 39

万人坐火车出行，离筑客流总量将

创历年同期新高。

今年中秋小长假国家放假时

间为 9 月 13 日 -15 日，共 3 天；其

中铁路运输时段为 9 月 12 日 -15

日，共 4天。

贵阳离筑客流集中的方向，省

外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

市，省内以六盘水、织金、遵义、凯

里、都匀等地为主。 贵阳火车站预

测， 中秋小长假 4 天铁路运输中，

贵阳、贵阳北、贵阳东三大站预计

发送旅客 39 万人，其中贵阳北站、

贵阳东站发送高铁旅客 25 万人以

上，占三站客发总量的 65%左右。

期间，将出现两轮客流高峰：9

月 12 日下午、晚间和 9 月 13 日全

天为离筑（出行）高峰，其中 9 月

13日为离筑最高峰，当天贵阳三大

火车站送客或超过 13 万人；9 月

15日为返程高峰。 （曾秦）

三大火车站 将再迎客流高峰

■相关链接

让绿色福建更清新———

兴业银行首推

绿色创新投资业务

■相关新闻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世界酱香白酒产业基

地核心区（仁怀）发展指数正式启动。 这意味

着，仁怀酱香酒产业向数字经济时代迈进。

该指数是在中国酒业协会、贵州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的指导下，由仁怀市与新华社中国经

济信息社共同编制，对仁怀地区酱香白酒产业

发展情况进行综合量化评价。

启动仪式上，仁怀市与新华社中国经济信

息社正式签署世界酱香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

（仁怀）发展指数项目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每

年召开指数发布会，通过向全球发布，不断提

升仁怀酱香酒的知名度、美誉度，致力于打造

仁怀世界酱香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

据了解， 世界酱香白酒基地核心区 （仁

怀）发展指数设计，整体遵循酱香白酒产业发

展规律，充分彰显仁怀地方特色，展现仁怀白

酒企业发展情况，系统监测端午制曲、重阳下

沙不同阶段水、空气等环境因素，同时关注酱

香白酒的质量标准与科技水平。在综合衡量仁

怀酱香白酒产出情况的同时，也展示仁怀地区

独具特色的酿酒文化。

该指数初步设计了六个一级指标，包括企

业情况、产能情况、酿酒环境、酿酒水平和酿酒

文化。 指数编制采用综合发展指数模型，以

2015 年为基期，基点为 100 点，指数值越高表

明仁怀酱香白酒产业发展越好。 后续，项目组

将根据调研情况、行业专家意见对指标体系进

行修改和完善。

贵州仁怀是酱香型白酒的发源地和主产

地，也是我国唯一的酱香白酒核心产区。 从产

业集聚效应来看， 仁怀市 85 平方公里的酱香

酒核心产区内,拥有酒类企业 2800 余家,酒类

注册商标 7500多件，产业集聚初具规模。

据仁怀市人民政府市长汪能科介绍，仁怀是

中国酱香白酒的黄金产区。 仁怀酱香酒以产量不

到全国白酒产量 3%的占比，实现了超过 40%的利

润， 成为仁怀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2019年初，仁怀市提出将仁怀打造为世界酱香白

酒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战略目标，促进白酒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琦认为，世

界酱香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仁怀）发展指数

的建设标志着仁怀酱香酒有了自己的话语权，

借助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平台， 向全球发布酱

酒发展指数， 保护好和讲好仁怀独特的生态环

境优势及原材料绿色健康优势的故事， 帮助仁

怀打造品牌集群，用产区品牌代替产品品牌，推

动仁怀酱香白酒高质量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

阶， 也为全国酱香白酒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平

台。（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黔华 成虹飞）

世界酱香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仁怀）发展指数正式启动

酱酒发展好不好 看指数值高不高

交管部门昨日发布相关提示，市民出行请关注路况避堵

中秋节出行，先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