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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得健康实惠 企业得信用帮扶

本报讯（记者 海东 摄影报道）4月 26
日，网红景点——茶卡盐湖景区开园迎
客。茶卡盐湖景区是我省的 4A级旅游景
区，也是全国著名的网红景点。当日，茶卡
盐湖以直播的形式迎八方游客。为了“开
门迎客”与“疫情防控”两不误，茶卡盐湖景
区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通
过购买自动温度检测门、实名登记、景区按
时消毒等方式，让游客安心领略茶卡之美。

一大早，在景区的游客接待中心门前
就有许多游客排队等待进园。令游人欣
喜的是，当天的茶卡天气晴朗、天空湛蓝，
是一个绝美的好天气。来自江西的刘先
生与几位朋友一起自驾游大美青海。“我

对茶卡盐湖之旅期待已久，特别希望今天
能够在景区内多拍一些精彩的照片分享
给我的朋友们。”他说。

走进景区，蓝天白云倒映在洁白的盐
湖上，不时有游人们惊呼“太美了！”人们
都拿着手机一边游览一边拍摄。还有许
多人穿着景区提供的防水靴，与盐湖来
一次亲密接触，尽情放飞自我。

为了展现青海旅游景区的责任担当
和旅游从业者的家国情怀，今年茶卡盐湖
景区将从 4 月 26 日开园之日起至 6 月 30
日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2020年全年，对
全国医护工作者、湖北籍医护人员及我省
驰援武汉医护人员同行两名家属、大中专

院校在校学生、湖北籍和青海籍游客免门
票；7月 1日起，逢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公休
日门票全年执行半价优惠政策。

据了解，茶卡镇涉旅企业共 1100 余
家，茶卡盐湖景区的开园，也同步带动了
周边企业的复工复产。茶卡镇多数宾
馆、餐馆同时开门迎客。记者从景区了
解到，当天茶卡盐湖景区共接待了十多
个省内旅游团队，省内旅行社也开启了
复工复产模式。

网红景点茶卡盐湖开园迎客
4月26日至6月30日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

本报讯（记者 祁晓军）4 月 24 日，由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祁连山国家公园
青海省管理局、青海省自然资源厅、青海
省生态环境厅、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协会、唐道·
637 联合承办的“‘影像祁连山’生态摄
影大赛精选作品展暨祁连山国家公园主
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唐道拉开帷幕。摄
影展作品分自然、人文两大类，从不同视
角呈现祁连山壮阔秀丽景色，同时还开
展了祁连山国家公园大型主题宣传活
动，让广大市民可以零距离全面了解祁
连山国家公园。

据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
局于去年启动了“影像祁连山”生态摄影
大赛。大赛共收到来自青海、甘肃、陕西
等地的摄影爱好者一千多幅作品，内容涵
盖祁连山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民俗风
情、历史人文等。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构
图精美、手法各异、精彩纷呈，具有很强的
视觉冲击力，体现了生态摄影爱好者不同
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经评委公平、公
正、公开的多轮评选和反复考量，最后总
共有 90 幅作品从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斩获各类奖项。

祁连山近百幅
生态摄影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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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减费让利 3000万元，通过增加信

贷投放让利实体经济，持续开展“开发性
金融稳经济促消费”活动，计划累计投放
消费类及助业类优惠利率贷款 70亿元，重
点支持疫情防控、重大项目开复工、脱贫
攻坚以及交通运输、农产品流通、物资采
购等消费相关领域，以转贷款模式为省内
农信社提供低成本资金，助力小微企业融
资降成本。对防疫应急贷款、复工复产专
项贷款项下的信贷资金支付，全额减免资
金支付汇兑手续费。

（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累计让利 2000 万元。通过投放

支农优惠贷款和减免手续费，发挥农业政
策性银行“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作
用。围绕支持粮油和肉蛋奶等农产品供
应、脱贫攻坚、普惠小微企业、文化旅游、
物流体系等生产生活紧密相关行业和民
生领域，加大融资支持力度，预计投放优
惠贷款 30 亿元；对办理结算等业务的客
户，享受网上银行业务结算手续费、工本
费等减免政策；对办理银团贷款业务的客
户减免银团安排费和承诺费。

（十一）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748 万元。在交通出

行、超市、百货、餐饮、商户五个方面，通过
向持卡客户发放消费券和折扣券，开展公
交、加油、超市、百货、餐饮购物消费满减
等活动，预计发放消费券折扣券 128 万余
元。通过信贷减费让利，计划为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 3 亿元，投放
助业类贷款 2.58亿元，投放疫情防控相关
企业贷款 0.52亿元，预计为商户减免手续
费 80万元，给予省内医务工作者房贷优惠
利率和持有白金信用卡年费减免优惠，开
展贷款利率下调、延长还款期限、减免逾
期利息等措施，实现综合让利 620余万元。

（十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800 万元。针对餐饮、

文娱、教育培训等行业，覆盖线上线下全
渠道，开展各类促消费营销活动。通过信
贷投放减费让利，投放各类贷款 5 亿元。
对餐饮、文旅等行业的企业主提供房抵快
贷利率优惠；对购置改善型住房的市民，
下调贷款利率；对办理聚合码收款的商

户，在同一商圈内，一次性办理满 30 户，
可享前三个月免手续费的优惠；对购买指
定车型，且使用信用卡指定期限分期付款
方式的，可享分期手续费全免优惠。

（十三）招商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减费让利 500 万元。对符合要

求的企业争取最低利率优惠，给予信贷
支持。发挥零售业务的优势，推广“闪电
贷”业务，增加零售信贷投放量。继续执
行疫情期间费用减免政策，提供最佳减
免方案。以招商银行和掌上生活两大
APP 为载体，搭建客户权益平台。选择
本地优质商户开展合作，减免商户手续
费 ，继 续 推 广“ 加 油 ，美 食 君 ”“ 周 三 五
折”“一元观影”等优惠活动，为商户“减
负”，为客户送福利。

（十四）兴业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累计让利 220 万元。其中，为餐

饮行业投放惠民消费券及其他优惠券，开
展“9元洗车”“10元观影”“唐道商圈五折
风暴”“力盟商圈 1 元来袭”等活动，并通
过“好兴动”APP 优惠券直接让利。计划
投入 64万余元用于惠民消费券，通过信用
卡客户辐射，突出餐饮、娱乐市场特色，丰
富市场营销活动内容。发挥“好兴动”
APP 优势，通过直接补贴商户方式，预计
补贴各项费用 190余万元。

（十五）中信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1419 万元。通过信贷

投放减费让利、对公业务手续费减免、支
付商户消费满减等活动，计划为普惠、民
营、制造业和餐饮行业等板块提供融资支
持 1亿元至 2亿元规模。开展优惠满减活
动，并通过柜面业务手续费减免直接让
利。针对餐饮、文娱、家电等行业，计划投
入 10 万元用于便民支付消费。发挥服务
体系及线上营销优势，实现便民服务。

（十六）中国民生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1000 万元。通过贷款

投放减费让利，为小微企业、餐饮行业、文
旅行业等板块加强融资支持；同时开展个
人消费贷款投放，促进消费。计划投入
700 万元用于贷款优惠，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及居民消费。计划投入暂定 300 万元，
针对大型商超、重点商户等，联合银联云
闪付、大型收单机构，用于银行卡客户“消

费满减”“消费券发放”以及“商户手续费
减免”等支付优惠活动。

（十七）中国光大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1000 万元。为省内中

小微企业，特别是餐饮、文旅、仓储、运输、
批量零售等行业提供融资支持 2 亿元至
2.5 亿元；投放消费类及助业类贷款 2.5 亿
元，开展银保小额贷款、助业房抵快贷、二
手房按揭贷款等业务，并通过降费，压降
调整实际执行利率直接让利。计划投入
100 万元用于移动便民支付优惠，针对餐
饮、文娱、家电行业，丰富市场营销活动内
容。发挥支付及云缴费业务优势，通过减
免手续费方式，带动消费增长。

（十八）华夏银行西宁分行
计划综合让利 580万元。通过优惠利

率信贷投放，为餐饮、文旅等行业的各类
企业客户、小微客户、个体工商户提供 20
亿元的优惠信贷支持，预计直接让利 500
万元。为进一步减轻个体工商户的经营
压力，针对 POS商户二维码支付手续费率
降至最低，预计减免手续费 50万元。计划
投入 30 万元，依托信用卡及借记卡客群，
持续开展“9元洗车”、餐饮满减、商超满减
等活动，同时针对餐饮、文娱、商场等领域
开展形式多样的市场营销活动。

（十九）大通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推出“抗疫贷”“复工贷”信贷产品，通

过信贷投放减费让利，计划为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餐饮行业、文旅行业等板块提供
融资支持 1 亿元，投放消费类及助业类贷
款 5000 万元，开展“贷”来春分，贷动“小
微”活动促进居民消费。计划投入 2 万元
用于小微商户聚合收款码手续费减免补
贴，针对餐饮、文娱、家电等行业，充分发挥
聚合二维码优势，通过扫码支付消费免手
续费方式，预计减免各项费用2万元。

（二十）湟中三江村镇银行
计 划 为 县 域 客 户 综 合 让 利 40 万 余

元。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减免部分业务办
理费用，鼓励广大客户办理贴息创业贷款
及低息“银担合作贷款”，助力县域内企业
复工复产。计划为县域内种养殖农户、小
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餐饮行业、文旅
行业等客户提供信贷资金 5000 万元至 1
亿元，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直接让

利 30 万余元。为县域内客户减免部分业
务办理，实现减费 10万余元。

（二十一）平安大通村镇银行
计划综合让利 12 万元。通过信贷投

放减费让利，计划为平安区域内餐饮、文
旅等板块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
提供融资支持 2000万元，投放消费类及助
业类贷款 2000万元，并通过贷款利率直接
让利 10 万元。针对区域内拉面经济计划
投入 5 万元。发挥独立法人优势，通过金
融服务点方式，最大限度实现便民服务，
预计减免各项费用 2万元。

（二十二）乐都三江村镇银行
计划综合让利 10 万元。通过信贷投

放减费让利，计划为复工复产中优质小微
企业、餐饮行业、文旅行业等客户提供必
要的融资支持。银行卡手续费减免让利，
为提高海东市乐都区个体工商户及个人
消费水平。凡开立银行卡账户的，通过柜
面、网银、手机 APP 跨行转账将免收手续
费。ATM 机跨行取现每月前 3 笔（金额不
限）免收手续费。

（二十三）门源大通村镇银行
计划累计让利 10 万元。通过贷款让

利、手续费减免、支付优惠等措施为门源
回族自治县种养殖户、小微企业、餐饮企
业、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支持 1000万元至
1500 万元，针对餐饮、文化、娱乐、家电等
行业，为小额农户、城镇居民发放信用贷
款。发挥村镇银行支农支小、手续简便等
优势，通过手机银行方式，实现编码服务，
减免费用带动消费。

（二十四）省总工会
省总工会动员全省职工会员踊跃参

与惠民暖企健康消费，各基层工会组织将
今年法定节假日慰问费按标准限额 2000
元，近期以消费券形式一次性发放给职
工，发放对象为全省机关、事业、企业（含
央企、省市州县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港
澳台及外资企业）单位的职工会员，消费
范围为省内各地区综合商场、超市、餐饮、
文旅、加油站等行业实体店。省总工会本
次动员全省职工会员消费的资金 2亿元。

关于活动详细内容及规则等，大家可
以分别咨询银联青海分公司、各金融机构
和省总工会。

（上接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