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城事发布 微信：lswbwx 2019.11.7 星期四 首席编辑 杨光 陈薇 美编 童宝林

沈铁推出十项便民利民新政策、新产品、新服务

围绕中心城市实现市域列车公交化
沈铁计划开行朝阳、阜新到锦州

等市域列车，实现公交化运行。今年
前三季度，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旅客发送量累计完成 1.94亿人，
同比增长2.1%。

昨日，沈铁全面推出沈阳铁路客
运服务十项便民利民新政策、新产
品、新服务，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美
好的乘车出行体验。

开行定制化专线列车
可固定周期或临时开行

今后，沈阳局集团公司将根据社
会团体需要，由主办单位选择经由、选
择停站，提出到开时刻和停留时间，开
行沈阳局管内定制化专线列车。其
中，适应中长距离的旅游出行需求，比
如沈阳到长白山、阿尔山的团体旅游，
可开行夕发朝至、一站直达的全列卧
铺旅游专线列车；适应中短距离的旅
游出行需求，比如沈阳到五女山旅游，
可定制昼间运行、快速直达的全列座
车观光专线列车；对于研学、商务、会
议等活动，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定制不
同列车，实现固定周期或一次性临时
开行，全力满足多样化出行需求。

今年以来，沈阳局集团公司先后
组织开行了沈阳北至松江河、大连至

阿尔山、大连至杨树岭、敦化至大连、
吉林至盘锦等特色旅游列车，运送游
客超万人。为更好满足个性化开行
需求，沈铁将根据主办方提出的乘车
人数需求，组织开行小编组列车，满
足 5 辆即可单独开行，可以编挂硬座
车、软座车、硬卧车、软卧车等各车种
的混编列车。“除了各种座卧车外，我
们还可以根据需求提供餐车、多功能
娱乐车等，更好地满足旅行需要。”中
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玉旦解释。

围绕中心城市实现
短途市域列车公交化

高铁动车具有安全、舒适、快捷
的优势，今年以来，沈铁组织开行了
沈阳至丹东“赏花游”高铁专列、开原
西至大连北“研学游”高铁专列、沈阳
至丹东的“红色游”高铁专列。下一
步，沈铁将根据主办方需求，分别开
行 500 人、600 人、1000 人、1200 人动
车组包车业务。

同时，针对图定动车组列车，推
出整组、整车席位预订，重联整组席
位预定，加开临时动车组列车等动车
组团体包车产品，全力满足合作单位
和团体旅客出行需求。

对包车运输的团体旅客开展进
出站绿色通道服务，铁路方面免费提
供专属安检，专门通道、专区候车、专
人检票服务，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和
旅客体验。

今后，沈铁将以长春、沈阳、大连
三大枢纽城市为中心，满足周边中小
城市到中心城市的客流出行需求，开
行小编组、大密度的短途市域列车，
实现公交化运行。

今年以来，沈铁先后在大连地区
开行10列庄河北至大连间市域动车、
10列瓦房店至大连间市域列车；在长
春地区开行10列榆树至长春间市域列
车、10列辽源至长春间市域列车，松原
至长春间在目前开行4列“绿巨人”市
域动车的基础上近期将加密开行至17
列；在沈阳地区开行7列本溪至沈阳间
市域动车、9 列盘锦至沈阳间市域动
车、12列阜新至沈阳间市域动车。

李玉旦表示，今后，沈铁将持续
深化客流调查，组织开行如朝阳、阜
新到锦州的短途市域列车，进一步方
便广大旅客出行。

明年丹大线计划开行
“绿巨人”动车组列车

日前，被称为“绿巨人”的动力集

中动车组已经在长白乌快速铁路投
入运营，最高运行速度 160 公里/小
时，属于复兴号系列铁路客运新产
品。近期，沈铁计划在长白线松原至
长春间增加密度，安排开行16列点到
点“绿巨人”动车组列车；同时，围绕
平齐线通榆至省会长春开行跨线“绿
巨人”动车列车，实现通榆4小时内直
达省城。李玉旦表示，“明年，我们还
将在辽宁境内的丹大线安排开行‘绿
巨人’动车组列车，还计划使用‘绿巨
人’卧座混长编动车组开行大连、长
春到北京的动车组列车。”

今年以来，沈铁从降低旅客出行
成本的角度出发，于 1 月至 10 月间，
在沈丹、丹大、京沈、新通、长白乌、吉
珲等线路上选取 159 趟次动车组列
车，按照执行票价的 6.5-9 折不等实
行票价优惠。下一步，还将选取56趟
次列车进行票价打折，真正普惠旅
客。“今后，我们将结合优惠方案执行
后的市场反馈，不断优化车票打折方
案、加大优惠力度，为旅客购票提供
更多更实惠的价格选择”，李玉旦说。

开行点对点公交班线
和客车无缝接驳

为畅通旅客从集结地到火车站

和下火车到目的地的旅行全过程，
打通最后一公里，沈阳局将联合地
方交通部门，组织所属企业，通过
开行点对点公交班线和客车无缝接
驳的方式，实现旅客从出发地到目
的地的全流程运输服务。团体出行
客户可以直接向沈阳局管内承办业
务的火车站提出公路短接需求，由
铁路方面负责组织公交或大客车接
驳，实现旅客出行一路无忧、全程
运输，“广大旅客还可以凭火车票优
惠入住沈阳局集团所属企业经营的
酒店、宾馆”。

近期，沈铁将对“绿巨人”动
车组列车吉林省通榆和镇赉到省会
长春的运行时间分别压缩到 4 小时
和 3 个 半 小 时 之 内 ； 自 12 月 1 日
起，将通化到北京的 2258 次旅客列
车延长到白山市；年底前，将沈阳
北到连云港的 G2630 次动车组列车
延长到盐城，将沈阳北到威海的
G2652 次动车组列车延长到荣成，
将沈阳北到北京南的 G238次动车组
列车延长到吉林，将长春到上海虹
桥的 G1234 次动车组列车延长到吉
林。同时，将长春到北京南的 G400
次高速动车组列车的全程运行时间
压缩21分钟。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娜

沈阳故宫“金玉满堂”展昨日开展 百余件清宫典藏金玉之器亮相

雍正墨宝“平安如意”首次公开展出
雍正皇帝御笔行书“平安如意”

首次公开展出，国家一级文物光绪皇
帝生前书房御用之印“光绪御笔之
宝”等文物也在此次展览中亮相。

11月6日，沈阳故宫“金玉满堂文
化季”六大活动之一，重量级展览“金
玉满堂——沈阳故宫的奢华典藏”在
銮驾库开展。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2020年3月31日。

雍正皇帝御笔行书
“平安如意”首次展出

据悉，此次展览共分“金雕玉琢”
“富丽陈设”“锦衣美器”“寓意吉祥”
四个单元，展出的百余件文物分别从
雕刻工艺、装饰陈设、生活用具和吉
祥寓意上对金玉之器进行了诠释。

说到镇展之宝，还属雍正皇帝的
御笔行书“平安如意”轴。这是该文
物的首次公开展出。

沈阳故宫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代帝王，
在位13年，为清朝“康乾盛世”起到承
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雍正从小受到
汉文化教育，其书法追随其父康熙，
又取法赵孟頫和董其昌，以行书、草

书为最佳，字如其人，汗青所书，流畅
和美之余，气势宏伟，彰显一代铁腕
帝王的强权气概。

雍正皇帝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少，
这件“平安如意”更是帝王书法中寓
意最为吉祥的作品。同时，以该件文
物为原型，沈阳故宫复制了“平安如

意”四个金色大字供游人抚摸，寓意
“沾沾福气”。并在展厅外设置“平安
如意”打卡处供游人拍照留念，同时
推出“平安如意”系列文创产品，让前
来游玩的沈阳市民把美好的“平安如
意”带回家。

“光绪御笔之宝”为光绪
皇帝生前书房御用之印

展品中还有一件清青玉圆雕光
绪御笔之宝，也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
驻足。它为国家一级文物。宝玺由
整块青玉圆雕而成，印面呈正方形，
上为交龙纽，纽左右两端可见龙首，
龙尾部相交，中心贯孔，用以穿系。
玺印四壁光素无纹，印面阳刻“光绪
御笔之宝”六字篆书(钤朱文印)。雕
琢精美，玉质温润，篆法规矩，气势磅
礴。玺印为光绪皇帝生前书房御用
之印。如今，在颐和园“宜芸门”门
牌、“仁寿殿”殿牌上还可看到朱文

“光绪御笔之宝”印章。
展出的清白玉雕蝠磬双鱼璧挂

则是一件十分雅致的清代玉雕精
品。此璧挂体积较大，雕饰流畅，拉
花工艺娴熟，通体玉质洁白细腻，密
度高。“工必有意，意必吉祥”。该璧
挂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扇面形蝙蝠
纹，“蝙蝠”又称“蝠”，它与“福”字谐
音，在古代器物中常以蝙蝠作为吉祥
纹饰，寓意幸福、美满。中部为编磬
状玉牌，磬身光素，边缘透雕螭纹，磬

与“庆”谐音，有喜庆、吉庆的意思；下
部为立式双鱼图案，双鱼谐音“余”。
因此，该器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福
寿吉庆为主题的纹样，表现吉庆有余
的美好寓意。

金提炉在皇家宫殿陈设
代表皇帝驾临

参展的文物中，还有清代宫廷礼
器中最珍贵和最耀眼的御前陈设物
之一“八卦象足金提炉”，据专家介
绍，金提炉一旦在皇家宫殿、庙坛或
园苑等处陈设，就代表着“真龙天子”
皇帝的驾临。

还有宫织绣类中的珍品清缂丝
玉堂富贵图展出，它为乾隆年间的丝
织品，横幅，画面由玉兰、牡丹、灵芝、
太湖石、梅花鹿等图案组成。画面上
半部为绛色地，以多组玉兰、牡丹花
展现多姿多彩、满园春色的景象，玉
兰、牡丹寓意“玉堂富贵”。画面下部
运用深浅黄色、白色、蓝色及香色等
彩色，构成横斜山坡，其上分列秀石、
灵芝以及活泼的梅花鹿，亦静亦动，
使美丽的自然景色融入宁静的画面。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第二届“非遗青春攻略”三京联动11月9日正式开启

学画古风梨花妆 体验宋代“高尔夫”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徐月姣报道 沈阳、北京、西安
的代表性非遗项目同台亮相，还能
体验古风梨花妆，学习古法印刷，玩
宋代优雅运动“高尔夫”，以及歘嘎
拉哈、桌游等。第二届“非遗青春攻
略”将在 11 月 9 日在三地的地标级
书业综合体——沈阳玖伍文化城、
北京王府井书城、西安曲江书城分
别落地。

第二届“非遗青春攻略”由沈阳
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东城区文
化和旅游局、西安市曲江新区管委会
共同主办。活动最大的创新在于集

聚一批带有北京、西安、沈阳本地文
化特色的非遗项目。

本次盛会将邀请到奉天落子、李
氏民间掐褶纸、歘嘎拉哈、京东大鼓、
李氏糖人、于氏面人等国家、省、市、
区等 40余项非遗项目。现场不仅有
北京、西安的代表性非遗项目，被誉
为“中国版乐高”的榫卯积木也将在
沈阳首次亮相。本次活动，不仅能看
到平时难得一见的手艺，还能学艺体
验，选择感兴趣的项目过把瘾，体验

“拜师学艺”的乐趣。
第二届“非遗青春攻略”设计融

入了全新的国潮理念，不仅在空间布

局和视觉体验上重装升级，还着力打
造“四坊”及创意小剧场等多个互动
空间，包括榫卯坊——解密“中国版
乐高”；风筝坊——解谜“寻玖子”龙
旗；妆容坊——体验古风梨花妆；活
字坊——学习古法印刷，非遗擂台周
末近 30 余场演出好戏连台，难得一
见的少林追风刀、杨氏太极拳、青萍
剑等非遗技艺也将一一亮相。

三大古风游戏区：捶丸竞技——
宋代优雅运动“高尔夫”，轻挥木杆，
优雅一击，遥视小鸟进洞；灯谜丛林
——射灯虎，休闲娱乐间重拾汉字之
美；古风游戏——歘嘎拉哈、桌游等。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王琦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沈阳
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776.7 亿元
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7.3%。

昨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沈阳海关党委委员纪
和平介绍前三季度沈阳市外贸进出
口情况。“总体看前三季度沈阳市外
贸运行继续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

前三季度，沈阳市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593.4亿元，增长14.2%，占
76.4%，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02.5
亿元，增长10.6%，占13.2%。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4.3
亿元，增长38.4%；农产品出口6.7亿
元，增长41.8%，纪和平表示，传统劳
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的快速
增长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沈阳市的就
业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沈阳整体
外贸稳定增长和经济稳定增长奠定
了良好基础。

另外，前三季度，沈阳市消费品
进口30.4亿元，增长24.4%，其中，水
海产品、肉及杂碎、水果、啤酒等进
口成倍增长；医药品进口16.8亿元，
增长20.6%。

前三季度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同比增长7.3%

胤禛行书平安如意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