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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小言）我市致力于让再生水成为西宁
这个重度缺水城市的“第二水源”！记者从市湟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获悉，第五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构
筑物主体已建成，设备也安装完毕，正在进行单体调试
工作，2018 年将投入运行。项目建成运行后，西宁市的
中水厂将达到三座，再生水生产能力为 7.5 万吨/日，对
改善我市水环境质量、缓解水资源短缺将起到积极作
用。

新产中水新产中水，，将成北川绿化及景观补水将成北川绿化及景观补水

采访时间：2018年1月2日。
采访地点：第五污水处理厂，位于城北区二十里铺镇双

苏堡村。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我市北川地区汇聚而来的污水，进

入厂区后，经过预处理、生化池和紫外线消毒等，刺鼻的污
水从管子的那一头出来，瞬间变成了“清水”，据该厂厂长谢
国栋介绍，出水水质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的一级A排放标准 。2018年，中水回用工程投运
后，这些“清水”还将注入清水池沉淀处理，流出的中水将源
源不断地输送至北川地区，作为北川河畔包括北川湿地公
园的绿化用水以及景观补水等，为西宁这座重度缺水的城
市节约大量自来水。

五污中水工程于2017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规模为2
万方/日。中水厂设施包括：清水池、送水泵房、吸水井、变
配电室及配套管网等设施。

日产再生水日产再生水55..55万吨万吨，，用到哪里了用到哪里了

目前，西宁已建成投运再生水厂2座，它们分别是西宁
市第一再生水厂和四污配套再生水厂，再生水日生产能力
为5.5万吨。那么，这些再生水用到哪里了？

第一再生水厂生产的再生水注入宁湖，成为宁湖景观用
水的主要来源。同时，在2015年的夏天，西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川工业园区城管局，因为紧邻西宁市再生第一水厂，在
全市率先将再生水应用在道路冲洗、施工降尘等方面。

再生水还大量被使用在工业发展上。园区一些企业
选择使用第一再生水厂生产的再生水。作为科技环保型
企业，亚洲硅业在全省率先引进再生水，主要将再生水用
于企业循环水系统。此后，在市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大力推进下，在市环保局、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
的积极协调下，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开始
使用再生水，另外还有一些企业也加入到了再生水使用
行列中。

行走在湟水河畔，我们可曾想到，这清澈的河水有一部
分是来自于四污配套再生水厂的中水。目前，四污配套再
生水厂已敷设再生水管网6.8公里至海湖桥，为湟水河提供
景观补充用水。同时，正在配套建设一座智能一体化泵站，
在海晏路路北沿线设置取水水鹤8处，并在沿线提前实施
绿化中水及3处水幕预留取水点，进一步扩大再生水使用
范围。再生水的诞生，使得我市绿化、景观用水与市民抢水
喝的问题得到极大缓解。

西宁人均水资源量分别占全国和全省人均水资源量的
1/4和1/20，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城市。大力推进中水回用
项目，是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推进水生
态文明建设，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重要举措之一。我们正致
力于加快再生水利用步伐，让再生水成为西宁这个缺水城
市的“第二水源”。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从共青
团西宁市委获悉，今后五年，团市委将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教育引导广大
团员青年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激
励自我，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的政治定力更加巩固，让“八
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成为青年成长奋
斗的指路明灯，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为此，团市委将深刻把握新时代
思想引导的主要方向：抓住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改革开放40周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建
党 10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用党的
光辉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伟大成就以及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
市、建设幸福西宁的生动实践教育鼓
舞青少年；围绕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爱国主义等主题，开展系列教
育活动，切实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
质。将深化完善青年群体思想引导的
方法路径：充分运用情境式教育手段，
增强共青团、少先队各类仪式的庄重
性、神圣感，让青少年在身临其境中坚

定理想信念；发挥“五四青年奖章”获
得者、“向上向善好青年”等青年典型
的示范作用，用身边的榜样、鲜活的故
事感召青年；依托青少年教育基地，开
展体验教育；拓展青年喜闻乐见的新
渠道、新载体，充分发挥团属网络新媒
体作用，推广在线公开课、微团课、微
访谈等网络化、互动式宣讲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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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网上购物、
叫外卖、买电影票、交话费”足不出户
就能在网络上完成各种消费，有了宽
带实在是太方便了。为加快宽带西宁
建设，促进我市信息消费，重点推进宽
带无线城市、数字产业等十项工程建
设，去年以来，我市信息化和宽带西宁
建设完成投资36.58亿元，宽带用户达
到68.61万户。

据了解，宽带建设投资的 36.58
亿元中，固定宽带推进工程完成 2.54

亿 元 、4G 无 线 宽 带 建 设 工 程 完 成
6.52 亿元、畅通安全网络推进工程完
成 2.0 亿元、农牧区信息化推进工程
完成 0.66 亿元；互联网+民生完成投
资 4.46 亿元、互联网+产业完成投资
15.6 亿元、互联网+政务完成投资
4.49 亿元、互联网+生态完成投资
0.09 亿元、互联网+园区完成投资
0.22 亿元。

去年以来，全市信息消费规模达
到 159.67 亿元，其中通信业务收入完

成23.97亿元；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产
业收入完成 44.5 亿元；信息服务消费
完成83亿元；信息终端产品消费完成
8.2 亿元。全市固定宽带用户累计新
增 7.93 万户，达到 68.61 万户；城镇宽
带用户新增 6.69 万户，达到 62.41 万
户；农村宽带用户新增1.24万户，达到
6.2 万户；光纤到户（FTTH）用户新增
10.31万户，达到55.03万户；固定宽带
家庭普及率新增11.23个百分点，达到
97.25%。

本报讯（记者 一丁）1 月 2 日，记
者从省公路建设管理局获悉，我省
首座自主设计、自主管理、自主监
理、自主施工，同时也是目前全省长
度 最 长（2418 米）、主 跨 最 长（730
米）、墩身最高（111 米）的连续刚构
桥——尕玛羊曲黄河特大桥，经青
海省建筑协会考核评定，荣获 2017
年度青海省建设工程“江河源”杯
（省级优质工程）奖。

尕玛羊曲黄河特大桥改建工程
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腹地，
是 我 省 干 线 公 路 网 规 划（2009
年-2030 年）“6920 网”二十联中的第

五联 G572 贵南至乌兰公路中跨越
黄河天堑，连接共和县、兴海县与贵
南县的重要桥梁，主要连接 G214 线
与西久公路。特大桥全长 2418 米，
上部结构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变截面
连续刚构箱梁和 40 米后张法预应
力箱梁，下部结构采用空心薄壁墩、
柱式墩，主墩最高 111 米，基础采用
钻孔灌注桩基础，最大桩深 60 米。
尕玛羊曲黄河特大桥改建工程自
2014 年 4 月 20 日开工建设以来，全
体参建人员克服施工难度大、技术
标准高、工期紧等各种困难，以求
精、求实、求细的工作态度，历经近

28 个月艰苦鏖战，圆满完成了各项
施工任务，先后取得 1 项实用新型
专利、2 项省部级工法和 2 项部级科
技创新成果奖。

尕玛羊曲黄河特大桥建成以后
将成为我省规模最大的钢筋混凝土
桥梁和羊曲水电站库区旅游的一大
景观，为我省高海拔、大温差、高墩、
大跨径连续刚构桥建设积累了丰富
和宝贵的经验，对完善国家和青海省
公路网，改善区域交通条件，促进青
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青藏高原
的民族团结，巩固国防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意义。

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1月2日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月1日凌晨0
时，我省收费公路也迎来了历史性的
一刻，全国通行费电子发票正式上线，
我省第一张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
子发票也顺利开出。

据悉，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有

四大“利好”，一是可报销入账；二是
有利于企业节约经营成本；三是有利
于车主保存使用发票；四是有利于税
务部门规范管理和数据应用。系统
上线运行、开具第一张发票，只是“完
善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发票开具
整体工作”的第一步，2019 年 6 月底

前，我国还将开展高速公路收费国道
高清车牌识别系统升级改造、高速公
路多义性路径识别系统建设等工
作。下一步，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
电子发票全面推行后，必将带动经济
社会发展提速升级，为公众出行提供
更多便捷服务。

本报讯（记者 芳旭）加大供应，
保障充足，2017 年，全省商务系统按
照我省“收好官、开好局”竞赛活动
的部署要求，努力挖掘市场潜力，促
进消费品市场稳步增长。1-11 月，
累 计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754.92 亿元，同比增长 9.8%。其中 11
月，我省消费异常火爆，汽车和成品
油销售旺盛，仅成品油销售达 128.22
亿。

进入 2017 年 11 月，全省消费市
场异常活跃，限上企业销售增速回
升。针对“双十一”网上购物热潮挤
压实体店销售利润的实际，指导王府

井百货、纺织品大楼等商场在“双十
一”当天开展形式多样的打折让利活
动，努力挖掘消费潜力。据统计，2017
年 1-11 月累计完成零售额 355.89 亿
元，增长7.4%。冬季住宿业营业收入
稳定增长，餐饮业营业额小幅回升。
针对冬季旅游加温，入冬以来，我省
推出超过100项各类活动催热冬春季
旅游，提高旅游资源有效利用率，在
一系列冬春季旅游活动的推动下，全
省住宿业运行保持稳定，11月限上住
宿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4%。高端
餐饮市场经历了前期的低迷后增速
首次由负变正，11月限额以上餐饮业

营业额同比增长4.4%。
消 费 升 级 类 商 品 销 售 平 稳 增

长，汽车、油品销售火爆。2017 年
11 月 ，全 省 居 民 生 活 消 费 稳 步 增
长，粮油、食品类限额以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6.25%。随着天气转冷和换
季干燥等因素影响，服装类、鞋帽类
商品和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大幅增
长，受成品油均价上涨及国庆车展
后续汽车成交量上升等因素影响，
石油制品类及汽车类零售额增速有
所加快。2017 年 1-11 月，限额以上
企业石油制品类实现零售额 128.22
亿元，同比增长 12.8%。

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
收好官开好局大竞赛收好官开好局大竞赛

西宁每天7.5万吨污水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近期，西宁市公安局结合实际，
认真筹划，全力打击整治突出治安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战
果。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破获涉及“黄赌毒黑”等突出
治安问题的刑事案件45起，行政案件82起，抓获各类犯罪
嫌疑人90余名，行政拘留230余人，收缴管制刀具210把、
枪支4支、仿真枪10支、子弹116发。

为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西宁市公安局专门制
定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
关以最严厉的措施打击“黄赌毒黑”“食药环”违法犯罪骨干
分子、重点人员这个“点”；采取有效措施牢牢管控桑拿洗
浴、宾馆旅店、涉危涉爆等重点行业这条“线”；清查整治、巡
逻防控、治安管理等多项措施相结合，有效净化治安重点地
区这个“面”。专项行动期间，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共检查公
共娱乐服务场所、出租房屋、涉枪涉爆单位、剧毒化学品和
放射性物质使用单位等重点行业2679家，发现整改安全隐
患960余处。

我省最长大桥获奖

我省汽车和成品油销售火爆我省汽车和成品油销售火爆

我省首张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出我省首张通行费电子发票开出

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我市68万户宽带用户体验网络时代

我市打击整治突出治安问题

成效显著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