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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作为
央行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金融
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指导信贷市场产品
定价的关键工具，对利率改革具有重大
意义。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在线上线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宣传活动，
加大对公众的宣传普及。

交通银行桂林分行领导高度重视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宣传普及工
作，成立了交通银行桂林分行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LPR ）宣传领导小组，召
开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宣传
动员会。交通银行桂林分行行长曾凌指
出，“桂林分行要提高站位，积极参与
宣传，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各项要求。”

交通银行桂林分行在银行网点厅堂
利用 LED 、折页、视频等向公众进行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宣传。同
时，网点工作人员也向咨询客户提供耐
心的解答。

不仅仅是在厅堂，交通银行桂林分
行积极走进校园、走进企业、走进社
区，向社会公众、企业宣传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LPR ）形成机制带来的影

响。 11 月 23 日，交通银行桂林分行
在桂林部分高校分别举办了“防范不良
网贷和电信诈骗警示教育及 LPR 知识
宣导”专题公益讲座，给即将步入社会
的高校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金融知识
课，使大学生们受益匪浅。

在线上，交通银行桂林分行通过微
信开展 LPR 知识有奖竞答，在网络新

闻媒体投放 LPR 宣传视频，普及 LPR
相关知识。

交通银行桂林分行着力践行国有大
型银行的社会责任，服务实体经济。交
通银行桂林分行将进一步深化转型提
升，完善利率报价机制体系，争当金融
改革的排头兵。

（图文由交通银行桂林分行提供）

践行社会责任 推动利率改革

交通银行在行动
——— 记交通银行桂林分行 LPR 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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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桂林分行到企业开展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宣传。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熠）
羽绒服穿上了，棉被盖上了，有的秋裤
和取暖器也“上阵”了……上周，受冷
空气的影响，桂林人终于感受到了冬
天的“气息”。然而气象专家却表示，桂
林还没正式进入气象学上的冬季，因
为从气象学上说，连续 5 天平均气温
在 10℃ 以下才算“入冬”。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受冷空
气影响，上周我市气温大幅下降。11
月 25 日后降温尤为明显，北风风力
较大。11 月 23-28 日，全市平均气温

10 .4-15 . 1℃，与常年同期相比，龙胜
持平，阳朔、荔浦偏高 0 . 1－0 . 3℃，
其余各地偏低 0 . 3-1 . 3℃；周内最高
气温 28 . 9℃（ 11 月 24 日恭城和平
乐），最低气温 4 . 7℃（ 11 月 28 日资
源）。其间雨量累计为 0 .4-4 .4 毫米。

上一轮冷空气还未“消停”，本周又
有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将自北向南补
充影响我市。预计未来一周，我市气温
偏低，雨量偏少。在经历了 12月 1日的
降雨和降温后，从 12 月 2 日起，天气
将由阴雨转晴，气温有所回升，但昼夜

温差明显，北部及高寒山区有霜冻。
据气象部门预计， 2-6 日我

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回升至
17℃ 左右。本周我市气温平均值
北部为 10 . 6-11 . 5℃ ，中南部
12 .1-13 .3℃ 。

虽然最近桂林的气温起起伏
伏，但毕竟已经进入 12 月，到了一
年最冷的时节。因此，气象专家提醒
市民注意保暖，根据气温变化及时
添减衣物。尤其是上班族和上学的
孩子，早晚加件防寒衣，预防感冒。

本周天气转晴

最高气温回升至 17℃
气象专家提醒：昼夜温差大，北部有霜冻

本报讯（记者胡晓诗） 12 月 1 日
是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活
动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
我行动”。记者 11 月 28 日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目前我市艾滋病流行趋势基
本平稳，略有上升，疫情在青年学生和
中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中发展较快。

市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我市累计报告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 12884
例。其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6241 例
（占 48 .44％ ），艾滋病病人 6643 例
（占 51 . 56％ ）。 2019 年新报告的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中 15 至 24 岁青年学
生感染者和 50 岁以上老年男性感染者
分别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66 . 7％ 和
18 .13％ ， 69 .16％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为 50 岁以上高龄人。

从累计存活病例的年龄分布来看，
20-49 岁青壮年患者占 30 . 73％ ， 60
岁 以 上 老 年 患 者 所 占 比 例 为
39 .33％ 。为何老年人多“中招”？市
疾控中心艾滋病防制科科长阳冬解释
道，新发病例老年患者以农村中老年人
为主，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低档场所暗
娼较多，老年人会因精神空虚选择此类
商业性行为满足需求，却又缺乏防范意
识和防范措施。据了解， 2017 年出台
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
行动计划》已正式将老年人作为艾滋病
防治的重点人群之一。

性传播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
径。截止到今年 10 月，经性传播感
染艾滋病比例为 99 . 78％ ，其中异
性途径占 91 . 96％ ，男男同性途径
占 7 . 82％ 。从性别来看，艾滋病病
毒 感 染 者 以 男 性 为 主 ， 占
71 .51％ ，女性感染者占 28 .49％ ，
男女性别比为 2 .5 ： 1 。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建立了包
括市县疾控中心、市区 8 家医院、县

医院、妇保院、中医院等共 46 家艾滋
病自愿咨询检测点。近年来，我市多部
门合作开展警示教育，提高了市民的
防艾意识。阳冬介绍，2019 年 1-10
月，市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门诊检测 2858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4 .4％。此外，我市积极开展高危
人群干预及 HIV 感染者关怀项目，扶
持和指导社会组织（关爱之家）申报国
家防艾基金项目。

昨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市疾控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青少年中老年人艾滋病感染率上升

▲ 11 月 28 日，市疾控中心联合乐群社区在四会路举办防艾宣传活动，
吸引了过往市民驻足了解。 记者胡晓诗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汤丽萍）在第
32 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为了加强艾
滋病预防工作，增强市民群众防病意识和抗病能
力，叠彩区北门街道办事处联合叠彩区卫健局、
铁路社区、金河社区、水塔社区、春江社区、圣
隆社区，开展主题为“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
国我行动”的文艺汇演活动。

演出紧扣防艾主题，结合社区实际，通过舞
蹈、演唱、有奖知识问答等一系列节目，把防艾
知识传播到基层群众中。拿到奖品的环卫工谢大
姐高兴地说：“社区这次举办的活动，通过喜闻乐
见的演出，提高了老百姓对艾滋病的认识，非常
好！”活动结束后，社区组织居民开展了防艾签名
活动，进一步提高居民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

五社区开展防艾主题宣传活动

参加活动的居民在宣传横幅上签名。

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周雪枚
文/摄）日前,东方大厦小区业委会、

物业和居民代表自发组织，敲锣打鼓，
把锦旗和感谢信送到漓东街道办事处。
“感谢街道的帮助，为我们解决了十几
年的大难题！”居民们说道。

原来，居民们口中的“大难题”指的
是小区大门口马路上的一条绿化带。

在东方大厦小区大门口的马路上有
一条绿化带，这条绿化带挡住了小区大
门的一大半，每天居民出入小区都得绕
过绿化带。而该处又是繁华路段，车多
人多，经常人车混行，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十几年来，这一隐患一直没有得到
妥善解决。

近段时间，漓东街道办在接到东方
大厦小区业委会的情况报告后，及时将
绿化带挡道情况向区政府报告。七星区
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召开现场会，漓东
街道工委积极协调市城管委、市林园局、
市路灯管理处、市交警支队、高新区规划
局等市、区职能部门，请各职能部门尽快

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并在改造过程中给
予政策支持。此外，漓东街道办还想方设
法筹措了大部分资金，支持东方大厦门
口近 10 米绿化带改造工程。

经过测绘、规划定点、道路开挖和
恢复、绿化带树木迁移和恢复、路灯迁

移、交通杆迁移、标识标线设置等紧锣
密鼓的施工，近日，原本横亘在东方大厦
大门前的绿化带被“缩短”，原来的交通
瓶颈和交通事故隐患终于彻底解决了，
325 户 1200 多居民的出入安全得到保
障。

“绿化带”成“隐患带”
街道牵头多部门助力，为 325 户居民解决出行难题

创城·进行时

我市在中心广场举行小型菊花展
展出菊花品种 80 多个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11 月
29 日，记者途经市中心广场看
到：结合“梦萦中华”的主题绿雕
造型，园林部门在这里布置了一个
小型菊花展，展出菊花品种 80 多
个共 3000 盆，以“孔雀开屏”“凤凰
涅槃”“菊渊雅韵”“起舞”“精品盆栽
菊花”五大主题呈现，把广场装扮得
五彩缤纷，吸引了众多过路市民、
游客驻足观赏、留影。

“本次小型菊花展展示包括独
本菊、品种菊、悬崖菊等，其中品
种菊有紫霞、一品红、兼六红、黄
娇凤、瀑水流冰、金龙腾云、龙凤
楼、山城之光、盘龙献绿、钢铁彩
线、秋水芙蓉、出水金莲、紫衣仙
子等。这些品种的特点是开花整
齐、花色艳丽、花期较长，较具观
赏价值。”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

士介绍，我国有着悠久的菊花栽
培历史，在源远流长的养菊、赏
菊、品菊、咏菊、画菊的传统
中，菊花不断融入人类生活
与文化中，形成了一种以菊
花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很
多桂林人也喜欢菊花。近
年来，我市举办了各种
花展，但却一直没有举
办菊花展。针对这一情
况，今年，市花木研究
所科研基地从北京、广东
小榄、河北唐山等地引种
了 100 多个品种的菊花，开
展栽培实验，以促进桂林园艺
事业全面发展。明年，园林部门
还将选择合适地点举办大型菊花
展，为市民、游客提供美丽的视觉
盛宴。 ▲园林工人在布展。 通讯员李腾钊 摄

▲改造后的绿化带不再挡道。

对挡道的绿化带进行改造。

▲绿化带改造后，小区门前变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