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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瑞欣）2月13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春节长假期间，虽然
除夕与大年初一两天，最高气温逼近
10℃，但在随后的时间里，我省将有两次
较强冷空气入侵。受此影响，预计17日
（大年初二）我省海西西部、海南南部、玉
树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多云或阴，
省内其余地区将有降雪天气，日平均气温
也将下降3℃至5℃。

据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吉农介
绍，预计，17日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大
部地区将有一次降温、降雪天气过程，
最高气温将由9℃下降至-4℃。假日内
其余时间我省大部以多云或晴为主。具
体预报为：15日（除夕）：我省大部晴或
多云。16日 （初一）： 海西东部、海北
北部多云转小雪，省内其余地区晴转多
云。17日 （初二）：海西西部、海南南

部、玉树南部、果洛南部、黄南南部多
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雪。我省大
部日平均气温下降3℃至5℃，西宁地区
最高气温降幅将达到13℃。18日至20日
（初三至初五）：我省大部分地区有降雪过
程，其中果洛北部、黄南东部、祁连山
区、玉树北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将有
中到大雪。21日（初六）：我省大部晴或
多云。

我市多部门倡议少放一挂鞭炮
——晚报“少放一挂鞭炮”倡议活动系列报道之三

大年初二我省大部将迎降雪

本报讯 （通讯员 外宣办） 记者日
前从市委宣传部获悉，为展示近年来西
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特别是打造绿
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的特
色亮点，从而进一步提升西宁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树立
西宁城市新形象，西宁市城市形象宣
传片 2 月 16 日起将持续亮相中央电视
台 CCTV1 综合频道和 CCTV13 新闻频
道并机直播的 《朝闻天下》 栏目，宣

传片以“高原明珠、绿色西宁”为主
题，以浦宁之珠、火烧沟、湟水河、
昆仑桥等如诗如画的“西宁元素”为
代表，依次呈现给观众，展示幸福之
城、绿色之城、运动之城、梦想之
城、活力之城的独特魅力。

这次投放时间正值全国人民欢度中
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和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西宁城市
形象宣传片在此时亮相央视，有着特

殊的意义。
据了解，央视 《朝闻天下》 作为

央视的王牌栏目一直占据收视高峰，
投放时段栏目不仅具备高知名度，也
是全国各个城市高起点、高定位宣传
的重要平台。该宣传片在央视 《朝闻
天下》栏目播出的具体时间是双日6点
55 分、7 点 55 分左右。除此之外，城
市形象宣传片还将在各类新媒体平台
推出。

本报讯（记者 刘瑜）2月13日，家家户户都沉浸在
迎接新年的喜悦中，我市春节前政府直补限价供应也
进入了小高潮。“这个年我们过得幸福满满！市委、市
政府花大笔资金补贴我们的菜篮子，为我们送来了实
实在在的民生大礼包，这270个平价菜销售点是政府送
给我们最好的新年礼物！”采访中，不少市民对直补限
价伸出了大拇指。

直补限价这项民生工程扎扎实实地落在了百姓身边，
让千家万户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为建设幸福西宁，切实
增强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倾情付出！为保障2018年春
节期间主要精细菜价格稳定，满足人民群众节日生活需求
的要求，我市在春节前5天（2月10日—14日）对6种蔬菜
实施直补限价销售。销售范围包括全市重点超市32家、蔬
菜平价店212家、蔬菜直销车26辆，共计270个直补限价
零售经营网点，较元旦期间增加8个。

这270个零售经营网点在市区遍地开花，一时间，各
大平价菜店门前热闹非凡，市民对政府设立的这270个零
售经营网点赞不绝口，这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一项人
人叫好的民心工程。记者采访对比，西红柿市场平均价
格4.17元／500克，直补限价仅需2.4元／500克；土韭黄
市场平均价格 14.0 元／500 克，直补限价仅需 11.0 元／
500 克；长茄市场平均价格 7.67 元／500 克，直补限价仅
需 6.0 元／500 克；陇椒市场平均价格 9.0 元／500 克，直
补限价仅需 6.5 元／500 克；蒜薹市场平均价格 5.5 元／
500克，直补限价仅需4.2元／500克；黄瓜市场平均价格
4.67 元／500 克，直补限价仅需 4.5 元／500 克。直补限价
每样菜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浮。

“百姓过日子，柴米油盐都是钱，直补限价让每一个
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优惠，这样的新年礼物很实在！”正在
莫家街一家直补限价零售经营网点选购菜品的郭女士说。

本报讯（记者 荣丽君）2月13日，时隔三年回西宁过年
的雷红兵带着妻子到处转了转，他觉得西宁变了，城市建
设的现代化气息越来越浓，大街小巷越来越干净、整洁，城
市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他说：“西宁的变化让我感慨，干净
美丽的西宁让我骄傲。”

“清洁”不仅是归家游子的感受，更是每一位西宁市民
的身边的“小变化”。2016年，我市启动了为期三年的“美丽
夏都·清洁西宁”品牌建设。两年来，我市不断深化城市环境
综合治理，逐年加大投入，强化日常管理，积极创新机制，市
容环境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清洁”已成为新时代西宁环
境面貌的代名词，更成为西宁人骄傲和自豪的名片。

清扫车清扫大街小巷，清洗车清洁道路护栏，这些机
械化的清扫设备，让西宁环卫保洁实现了从“人扫”到“机
扫”、从“清扫”到“清洗”的深层次变革。近年来，我市先后
购置111辆各类型的清扫车、清洗车和喷雾车，全市环卫车
辆达到267辆，主次干道机械化清扫(清洗)全覆盖，并在16
条小街小巷推行了机械化作业试点，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达到80%以上。

道路干净了，街景容貌发生了大变化。我市开展了旧
楼体“穿衣戴帽”、广告门头改造、街头废弃公共设施拆除、
市政维修更新等为主的街景整治行动，重点开展了道路硬
化、人行道铺装、楼体立面改造、广告规范、绿化提升、亮化
改进等工作，市容面貌得到较大改观。特别是清理了人行道
废弃标识牌、电线杆等2109处，消除了市容“乱象”；拆除昆
仑路高架桥广告40块，恢复了桥体原貌。

走在西宁街道上，不少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我市公厕
也迎来了大变化。为了让“如厕不再难”，我市新建、改造城
市公厕40座，设置公厕导向牌130个，免费开放公厕达到
364座，其中更是打造了一批设施好、环境美、服务优的“星
级公厕”，让“如厕”“小事”更加舒心。

针对老旧小区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我市结合棚户区
综合改造，对540个老旧小区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重点整治
了乱堆放、小广告、脏乱差等问题，做好外墙保温、管网疏
通、线缆收储、门禁系统(路灯)安装等，改善了老旧小区环
境面貌。同时，四区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物业公司入
驻，推动了长效机制建立。

为了让垃圾无所遁形，我市还建立航拍巡查机制，利
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市区及周边200平方公里区域开
展了立体巡查，排查整改了4200余处问题，基本消除了市
区及周边突出的脏、乱、差现象。同时，围绕当前城市治理
中的薄弱环节，还打造了“严管重罚示范街区”，加强“门前
三包”、乱扔垃圾、车窗抛物等不文明行为的治理，并成立
34支市容环境卫生监督队伍，常态化开展文明劝导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

环境美也是一种幸福。“清洁”提升了西宁颜值，人们
在享受这种美丽环境带来的福利时，也越来越重视从自身
做起，呵护西宁“颜值”。

大年初一西宁城市宣传片将亮相央视

270个平价菜销售点是最好的礼物

有一种幸福：家乡干净又美丽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2月13日，西
宁市召开党外人士通报会，通报了省委
十三届三次全会、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市政
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和市委党外人士座谈
会等会议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政法委书记周戈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统战部各副部长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非公经济界、宗教界、新的社会阶层、海
联会、港澳台侨界代表人士、市委统战部
机关干部等共12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7 年，在市委的正确
领导下，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忠实践行“两个绝对”，全面落实
省第十三次和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
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结构调整、畅通西
宁、环保督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等重点任务，
精准发力，各项工作取得辉煌成绩，这些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人民的共同努
力，更离不开广大党外人士的积极参与。

会议要求，广大党外人士要以此次
通报会精神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探索创新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和重点，
围绕我市中心工作，献计出力。要深刻
领会中央、省、市委对党外人士工作的新
部署新要求，认真学习好、宣传好、贯彻
好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
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省、市“两会”精
神，团结带领各自成员发挥优势，积极
履职，主动作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省、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不断凝聚思想共识，形成强大合
力，真正做到政治上同向，思想上同
心，行动上同步。要紧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在西宁的具体表现，发挥
各自优势，进一步凝心聚力，服务好全
市发展。各民主党派紧紧围绕市委全
会和市“两会”提出的奋斗目标，认真
选题，深度开展调研，形成一些具有前
瞻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提供参考；各宗教界
人士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切实维
护我市社会和谐稳定中贡献力量；工
商联和无党派及港澳台侨联界等人
士，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为我
市招商引资工作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为宣传西宁，服务和推动西宁经济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统战部门积极引
导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做好与其他党派
的团结协作，对于涉及我市民生和经
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争取开展联合调
研，多出高质量的调研成果，切实为我
市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
献；引导各宗教界代表人士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理顺
情绪，化解矛盾，更好地为维护宗教领
域稳定服务；引导台、海、侨联组织最大
限度地把台胞台属、归侨侨眷团结起来，
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独特优势，切实为奋力打造绿色发
展样板城市、建设幸福西宁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我市召开党外人士通报会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新年前夕，晚
报推出的“少放一挂鞭炮 让西宁天更
蓝”的倡议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市环保局、市安监局、市文明办、城
中区公安局、城中区消防大队等也相继
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携手守护蓝天，少
放或不放烟花爆竹。

多部门倡议多部门倡议：：绿色健康过大年绿色健康过大年

随着烟花爆竹阵阵的爆炸声带来的
强烈噪音污染，对我市的空气质量带来
很大影响，同时也为引发火灾带来极大
隐患。监测数据表明，大量燃放烟花爆
竹会急剧增加空气中 PM2.5、二氧化硫
等有害气体浓度，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
健康。为过一个低碳、环保、生态、健康、
安全的幸福年，我市多部门倡导广大市
民从自身做起，少放或不放烟花爆竹。
市环保局倡议市民在自己少放烟花、鞭
炮的同时，积极投身社会宣传，向身边的
亲人和朋友们宣传燃放烟花、鞭炮对于
环境污染和人身安全的极大危害性；引
导他们文明、节俭过节，尽量少燃放烟
花、鞭炮，形成全社会人人参与保护环

境，爱护家园的良好氛围。城北区倡导
辖区市民“低碳环保迎新春·绿色健康过
大年”，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为天空增
添一抹蓝。

春节期间（2月15日0时至3月3日
24时），城中区公安分局、城中区安监局、
城中区环保局、城中区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等部门将城中区中心广场、西门文
化广场、城南人民广场及辖区各小广场
设定为禁放区域，规定在这些区域内禁
止销售、燃放各类烟花爆竹。

超超55成受访者成受访者：：今年愿做今年愿做““弃炮族弃炮族””

2018年春节，你愿意少放或不放鞭
炮吗？2月11日，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在街
头对部分市民及商家进行了随机采访，有
超过半数的市民表示春节期间将不再燃
放烟花爆竹。

“放在前些年，总感觉春节不放烟花
鞭炮就好像没了年味，
尤其是小时候过年的
回忆里都少不了鞭炮
声。不过，现在的情况
和小时候不同，空气质

量形势这么严峻，大家都应该自觉少放
烟花鞭炮，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另外也减
轻环卫工人的负担，让他们也能早回家
过年。”市民朱云说。

“没必要非放鞭炮，一家人聚在一起
吃个饭，聊个天儿，看看春晚，照样能热
热闹闹地庆祝新年。”市民谢明告诉记
者，这几年春节家里没有放过一挂鞭炮，
今年将同样如此。

在市区经营超市的王先生表示，过
年还是不放鞭炮的好，既影响环境还有
安全隐患，别的大城市都已经不让随便
放炮了，西宁也应该这样实行。

今年春节，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
自己做起，少放一挂鞭炮，少一点污染，
给西宁的天空增添一抹蓝，用爱心呵护
我们的美好家园，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建设幸福西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过一个幸福美好的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