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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啸宇）G0611张（掖）汶（汶川）
高速公路扁都口（甘青界）至门源（克图）段（以
下简称扁门高速公路）是我省“十三五”重点交
通建设项目，也是省交通运输部门确定的2018
年重点开工项目。为确保项目今年按期开工建
设，目前，项目融资工作已展开。

据悉，全力推进扁门高速公路建设是经济
新常态下推动交通建设、扩大交通投资、实现全
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对打造追赶跨越新起
点、拉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青海交通十三
五”规划任务圆满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进一步夯实工作推进，确保项目按期开工建
设，根据安排部署，省高管局目前已着手并加快
项目融资推进工作进度。

扁门高速公路位于我省海北州境内，路线
起于青甘公路养护界附近的扁都口，与甘肃省
规划的张掖至扁都口高速公路相接，路线连续
设置隧道和桥梁穿越祁连山脉，经峨堡镇后，路
线沿G227布设，设隧道穿越景阳岭，路线继续
沿G227两侧布设，在青石嘴北下穿正在建设的
兰新铁路第二双线，经浩门农场、金巴台、北山
乡、浩门镇、西滩乡、在西山根南侧向南跨
G338，经泉口台、东川镇路线向东沿大通河北
岸布设，止于门源县东川镇克图口，与规划的大
通至小沙河高速公路相接，路线总体走向为西
北至东南。扁门高速公路初步设计路线长约
150.035 公里，为四车道高速公路，采用设计速
度80公里/小时。

扁门高速是我省高速公路网“三纵、四横、
十连线”中“一纵”的首段。项目建成后，对于打
通我省出省大通道，形成甘肃河西走廊地区、青
海东部地区、成渝经济区的区域大通道，推进多
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第一汽车修理厂家属院住户严华俊、张小春：

严华俊，2号楼362室、张小春，6号楼132室。于2018年

1月18日早上10点，请两位住户携带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

（6份）、授权委托书、房产证、低保证等证件，参加青海第一汽

车修理厂家属院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房仪式。

请以上两位住户见此通知后请速与西宁市城北区建设

局工作人员冯家新取得联系。电话：13897254966

特此通知

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
2018年1月15日

通 知
青海第一汽车修理厂家属院全体住户：

2018 年 1 月 18 日早上 10 点，请各位住户携带身份证、

身份证复印件（6份）、授权委托书、房产证、低保证等证件，

参加青海第一汽车修理厂家属院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房仪

式。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分房仪式的，后果由本人自行

承担。

特此通知

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局
2018年1月15日

通 知

甘青边界至门源今年将建高速

本报讯（记者 刘瑜 摄影报道）在商场
购物，店员会告诉你，凭借小票可以领取赠
品，而在领取赠品的过程中，柜员又拿出箱
子，让你抽奖。奖项分为好几等，当你抽到
一等奖时，柜员会兴奋地告诉你“您太幸运
了，抽到了大奖，可以以一折的价格购买价
值不菲的玉器。”看到这样的折扣，谁能不

动心。但事实是怎样的呢？近日，市民樊女
士在力盟商业街某商场购物时就遇到这样
的事。

市民：是中奖还是中招
樊女士告诉记者，1月4日她和家人在

力盟商业街某商场内购买了 2000 元的服
装，付款时，收银员告诉樊女士，可凭借奖
券到1楼电梯旁领取小礼品，并抽奖。樊女
士和家人来到1楼电梯旁的一个玉石销售
柜台前，领取了一个 USB 接口的小夜灯。
这时，这名店员拿出一个小桶，告诉樊女
士，可以让她和家人每人抽一次奖，一圈抽
完，大家都只抽到了“谢谢惠顾”。这名店员
说，可以让樊女士多抽几张，这一次，樊女
士抽到的奖券上写着“亥猪”。店员拿出兑
奖明细看了一下，兴奋地告诉樊女士：“您
太幸运了，中了我们的一等奖，可以以一折
的价格购买这 10 个柜台里的任何一件珠
宝。”“我当时想，那就买一件最贵的珠宝，
这样最划算，但低头一看，柜台里摆的都是
玉石、珍珠等很难鉴别价格的珠宝，一串普

普通通的项链就标价 2 万多元。”樊女士
说，同行的家人也察觉到这奖券有问题，在
家人的劝说下，樊女士放弃了“中奖”机会。
此时，店员遗憾地说：“我们柜台第一次抽
出一等奖，放弃多可惜啊！”

省消协提示：或为营销手段
省消协陈秘书长告诉记者，这有可能

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劝市民莫贪便宜，
不要购买。“商家极有可能是抓住了消费者
心理，觉得中奖以一折购买产品非常划算，
但实际所出售的商品都是很难估测出价值
的玉石类商品。如果消费者确实有购买玉
石类商品的计划，还是建议去正规珠宝店
购买，以免以中奖低价购买到的商品遇到
维权难的问题。”陈秘书长说。

商场回应：将予以干涉
随后，记者联系了该商场，商场客服表

示，商场内所有商品标价都受物价局监管，
对该顾客反映的问题商场会介入调查，如
果查明此柜台存在虚高标价，以抽奖作为
营销手段，商场将予以干涉。

抽奖一折买玉抽奖一折买玉 中奖还是中招中奖还是中招

本报讯（记者 王紫）1 月 12 日、13 日，
我省2017年度重点剧目、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唐卡》在天
津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的天津观众领
略青海独具魅力的文化艺术。

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大力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坚定文化自

信、增强文化自觉，我省把民族舞剧《唐卡》
打造成为一部文化艺术精品，持续推动省内
外艺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青海文化的对
外影响力。民族舞剧《唐卡》于2017年9月在
西宁市首演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反响
强烈。为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将我省优秀的
文艺作品推向全国，青海省文化和新闻出版

厅计划于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在青海、
天津、北京三地开展民族舞剧《唐卡》演出活
动。该剧讲述了唐卡艺人以生命作画，执着地
传承弘扬唐卡绘画艺术的故事。全剧以鲜活
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创新的舞台元素，传递出
强烈浓郁的艺术感染力。该剧由青海省演艺
集团、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共同演出。该剧于
2017年12月在青海大剧院演出后，于今年1
月12日、13日在天津大剧院演出，1月17日、
18日在北京演出。

本报讯（记者 王琼）1月12日，记者从
省交警总队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公路
治超执法工作，促进道路货运行业健康稳
定发展，省交警总队发布青海省货车超载
处罚标准及监督电话，提醒货车驾驶员遵
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驾驶。

货运车辆超载处罚标准为驾驶货运车
辆载物超过核定载质量未达30%的，扣留
机动车至违法状态消除，对驾驶人处200

元罚款、记3分；驾驶货运车辆载物超过
核定载质量30%以上的，扣留机动车至违
法状态消除，对驾驶人处500元罚款、记
6分。

与此同时，当事人对公安交管部门的
执法行为有异议或发现有以下情形的，可
拨打当地监督电话进行投诉：一、不依据称
重和卸载单所载明的超载比例实施处罚；
二、利用职务便利，以各种形式收受当事人

及其委托人财物；三、违规收取停车保管
费、通行费等费用；四、超期扣留违法超限
超载车辆不作处理；五、在公路超限检测站

（点）以外现场处罚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行
为；六、其他执法不规范的问题。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 西 宁 交 警
0971-6780519； 海 东 交 警 0972-868755；
海 西 交 警 0977-8228511； 海 南 交 警
0974-8538991；海北交警 0970-8645069；
玉 树 交 警 0976-8825379； 果 洛 交 警
0975-8387912；黄南交警 0973-8798707；
高速交警0971-8293770。

货车超载处罚最高要被记货车超载处罚最高要被记66分分

本报讯（记者 施翔）帮同事提现绑定
银行卡，辞职后卡内现金被盗刷，日前，城
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成功破获一盗窃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

孙某和朱某是生物园区某制药厂的员
工，二人私下关系不错，一天朱某的父亲给
朱某发了200元的微信红包，朱某自己的微
信没有绑定银行卡所以无法提现，于是朱
某就提出绑定到孙某的银行卡，把这钱提

现到孙某的银行卡上，然后孙某给朱某200
元现金。几个月后，孙某、朱某陆续离开了
制药厂。各自换了新的单位工作，二人也
失去了联系。1月4日凌晨，朱某在自己家
里玩手机时，打开微信钱包，发现自己的微
信绑定的还是孙某的银行卡，年关将近，朱
某手头也不宽裕，她就试着用绑定的孙某
的银行卡往自己的微信红包内充钱，500、
1000、500……一笔笔的充值都成功了，朱

某想现在微信支付这么方便，后面的开销
就用这红包里的钱了。

1 月 4 日早上，孙某起床后拿起手机，
发现有好几条转账短信提醒，银行卡内的
5700元钱不翼而飞，于是孙某赶忙来到城
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报警。接警后，民警
经过调查发现，孙某银行卡的现金都通过
微信转账至一个微信账号内。经过走访调
查，蹲点守候，民警最终将涉嫌盗窃的嫌疑
人朱某抓获，并追回孙某被盗的现金5700
元，朱某对其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现
朱某已被依法取保候审。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 自开展“黄赌毒
黑”等违法犯罪和危爆物品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以来，门源县公安局结合社会治安状况，既重
视侦查破案，又注重加强防控，严厉打击了各
类多发性违法犯罪案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近日，门源县公安局东川派出所快速查处了1
起非法买卖、运输烟花爆竹案件，为专项行动
再添战果。

1 月 2 日 22 时许，东川派出所民警获悉，
东川镇孔家庄村有人将从甘肃省武威市购买烟
花爆竹并进行销售。派出所立即进行了部署，
并抽调精干警力在重点区域进行蹲点守候。

“功夫不负有心人”，1月3日4时许，一辆经过
东川镇十字的白色货车行径可疑，随即民警依
法对该车进行了检查，当场查获各类烟花爆竹
46箱，并将相关人员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查，西滩乡纳隆村村民万某某伙同东川镇孔
家庄村村民蒋某某从甘肃省武威市购买了一批
烟花爆竹，并雇用东川镇碱沟村村民闫某的白
色货车将烟花爆竹运至门源县销售。目前，该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

民族舞剧民族舞剧《《唐卡唐卡》》吸引天津观众吸引天津观众

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盗窃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