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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询价内容：车辆维修器材一批（豪沃
ZZ—1167、北奔ND—1160等）。

二、资格条件：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2.报价商注册
地点位于青海省西宁市，主营业务范围为汽车
配件销售，具备实体营业场所，有一定货物配送
能力；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次

询价采购活动；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2018年4月10日—12日18时
报名地点：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598号
联 系人：赵（18697291715）

魏（13997040859）
中国人民解放军6806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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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62部队车辆维修器材询价公告

本报讯（记者 王紫） 春季是手足
口病发病期。记者从省疾控中心了解
到，根据全省传染病报告监测信息结
果显示，1-3月手足口病疫情流行强度
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预计4月开始手足
口病病例数将逐渐增多，5-8月达到春
夏季发病高峰。该中心专家提醒公
众，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多发传染
病，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患者
症状轻微，多数患儿可以自愈。只要
早发现、早治疗，手足口病是完全可
防可治的。

据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永成介
绍，手足口病传染性很强。因此，重
在防疫。公众需做好如下卫生消毒等
预防工作：

●婴幼儿和儿童普遍多发，3岁及
3岁以下婴幼儿更容易得病。手足口病
传播途径多，主要通过密切接触病人
的粪便、疱疹液、唾液和打喷嚏喷出
的飞沫等及被污染的手、毛巾、手
绢、水杯、玩具、餐具、奶瓶、床上
用品等而被感染。

●孩子一旦出现发热、皮疹等症
状，或者突然发高烧或神志不清、昏
睡、肌肉或身体抽动、呼吸困难等，
应立即送孩子到医院就诊。患儿得了
手足口病，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
疗，大多数情况下7-10天自愈。一般
症状轻不用住院治疗，居家治疗、注
意休息即可，可减少交叉感染。患儿
的衣服、玩具、餐具、枕头、被褥等
要保持卫生，其日常用具要消毒。不
要让患儿接触其他儿童。接种疫苗可
有效防疫手足口病。

●家庭预防要做到：讲究个人卫
生。饭前便后、外出后要用肥皂或洗
手液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食
物；居室经常通风，勤晒衣被。晨起
检查孩子的皮肤(主要是手心、脚心)和
口腔有无异常，注意孩子的体温变
化。手足口病毒害怕高温和紫外线，
每天进行30分钟的日光浴 （晒太阳），
能有效杀灭病毒。

从4月开始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原本湛蓝的天
空变得灰蒙蒙，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土腥
味，路上行人纷纷戴上口罩、纱巾，西宁
的天气到底怎么了？记者从市环保局获
悉，受河西走廊及青海西部地区沙尘天
气影响，我市空气质量从4月9日开始受
到影响，首要污染物为PM10（颗粒物），
截至4月11日17时，我市空气质量指数
为418，属于六级（严重污染），提醒市民
外出做好相应防护措施。

市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轮沙尘天气来势汹汹，我市从9日
起就受到了河西走廊及青海西部地区沙
尘天气影响，空气质量受到影响，如出现
降水天气，此轮影响将会得到明显缓
解。该负责人还表示，春季由于地面植
被还没完全恢复，易出现扬沙、浮尘天
气，我市将加强管控，最大限度减小扬尘
和其他污染源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建议市民及时关注天气状况，合理安排
出行，减少户外活动，并采取必要的防护
措施。

本报讯（记者 肖芳）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
球……出家门最多走十分钟，就能尽情享受运动
带来的快乐，日前，记者在健身广场采访时，很多
群众纷纷点赞家门口的“健身房”。

在盐湖巷一健身广场，记者看到，各种健身器
材一应俱全，不少市民正在进行户外运动，他们挥
汗如雨，踢足球、打篮球、练器械……用运动诠释
健康生活，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说起家门
口的“健身房”，大家赞不绝口。“每天傍晚，到健身
广场参加锻炼的人已不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
慢慢多了起来。”市民李先生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见证了身边全民健身的发展。“现在家门口就有了
自己的‘健身房’，各项器材都挺全的，我们在幸福
西宁过着幸福生活！”陈大妈满心欢喜地告诉记
者，退休了天天上健身广场锻炼锻炼身体，老有所
乐老有所养。

据悉，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结合我市城区的
人口分布和场地条件，利用政府专项资金，同时通
过争取国家、省级相关部门资金等方式，在四区社
区、居民小区、公园广场、街头绿地等地修建全民
健身广场，视场地大小安装一定数量的户外体育
健身器材，着力打造西宁市城区“10分钟体育健
身圈”，为群众提供就近、便捷的体育健身平台，让
更多群众享受到体育事业发展带来的实惠，进一
步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通过各级政府以及规
建、财政、体育等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市在全省率
先建成城区“10分钟体育健身圈”，实现了西宁城
市居民步行10分钟就有设施便捷、功能完善、服
务优质的健身设施的目标，超过了国务院提出的

“在城市社区建设15分钟健身圈”的要求。目前，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了1.61㎡，改善了群众健
身环境，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广大群众的就近、便捷
休闲健身，初步实现了把“健身房”搬到群众家门
口的建设目的。

据记者了解，我市还将以“10 分钟体育健身
圈”前期的建设方式为基础，转变工作方式，调整
建设重点。继续利用政府相关资金及国家、省级
专项资金，通过3至5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地在四
区符合条件的广场、公园、小区、绿地、街道干道绿
化带以及边角地块，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有看点、有
亮点、有引领、有带动作用的便民利民的体育健身
设施。通过对“10分钟体育健身圈”的提档升级，
在改善相关基础设施条件的基础上，更好推动群
众“爱运动、爱健康”的日常行为养成，从而使“全
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成为建设幸福西宁的题中
之意。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4月11
日，记者从市地税局获悉，我市
第一张社保费缴款书在城西区
地税局成功开出，标志着省地税
局与省社保局联合开发的社保
费数据交换平台在西宁地税局
成功上线，初步实现了与社保部
门核定平台的联网对接，社保单
位的基础信息、核定信息、缴费
数据信息交换共享。

据了解，城西地税局办税服
务厅受理了青海端则指标咨询
有限公司社保费申报，根据社保

部门传递的电子数据，在“金三
系统”单位社保费日常申报（社
保核定）模块中成功开出了第一
张社保费缴款书。社保费数据

交换平台的成功上线，为下一步
顺利实现网上征收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减
轻办税服务厅工作量，为缴费人
提供便捷优质服务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实现多方面共赢，在便
民服务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为确保这项工作顺利开展，
西宁市地税局及时督导各县区

局的具体工作，做到社保费数据
交换前期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
进。并根据省局下发的金三系
统企业单位参保登记数据与金
保系统单位参保登记数据比对

结果，提醒缴费单位到社保部门
进行信息核对。同时西宁市地
税局加强与社保部门的协作沟
通，迅速将工作落到实处，对全
市850户参保登记数据进行核对
和完善，确保了社保费数据交换
平台上线后，地税部门提取的社
保经办机构的参保登记信息准
确无误。目前，已完成全市7800
户缴纳社保费的单位和 110167
人次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费初
始化采集审核工作。

西宁首张社保费缴款书开出

本报讯 （记者 荣丽君） 4 月 11
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未来三
天，我省又将迎来一轮冷空气，期
间，全省大部地区将降水、降温，并
伴有吹风天气，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
将下降6℃至8℃。

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4 月 12 至
14 日，全省大部地区将有一次降水、
降温和吹风天气过程，过程期间果洛
北部、海南南部、黄南大部、湟中、
湟源、化隆、祁连、门源有中到大
雪，民和有中雨。12日北部地区日最
高气温将下降 6℃到 8℃；海西西部、
柴达木盆地有6级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
沙尘天气。具体预报为，11日海西东
部、海北、海南、黄南北部有雨夹雪
或小雪，西宁、海东多云转分散性小
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海
西西部、唐古拉山区有6级到7级偏西
风。12 日至 14 日海西西部多云或阴，
民和有中雨，果洛北部、海南南部、
黄南大部、湟中、湟源、化隆、祁
连、门源有中到大雪，省内其余地区
有雨夹雪或小雨（雪）。

根据监测资料显示，9日至10日西
宁、海东地区出现浮尘天气。气象专
家提醒，此次降水天气过程有利于增
加空气湿度、净化空气，但降温会造
成高海拔地区部分路段出现道路积
雪，对民众出行、交通安全、设施农
业等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加之风速较
大，仍需做好森林 （草原） 防火工
作。省气象局将做好此次降雪降温天
气过程的预报预警工作，并将抓住有
利时机，积极开展飞机和地面人工增
雨（雪）作业，增加土壤含水量。

本报讯（记者 一丁）今后市民充值公交IC卡
将更加便利，4月12日，我市又一处公交IC卡充
值点启用。

据悉，随着公交IC卡的普及，为方便市民充
值，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分别在市区设
置了9处公交IC卡充值点，加上今年新增的海湖
新区充值点，目前我市的公交IC卡充值点共有10
处。为不断满足广大市民办理公交IC卡业务的
需求，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服务。自4月12日
起，西宁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新增的莫家街铭嘉茶
叶古玩城充值点将正式启用，该充值点位于城中
区仓门街6号莫家街农贸市场负一楼铭嘉茶叶古
玩城内，充值点上班时间为工作日早9点30分至
晚5点30分；节假日充值时间为早9点30分至晚
5点。

我市新增一处

公交IC卡充值点

群众点赞家门口的“健身房”

未来三天

全省降水降温又吹风

沙尘天气影响西宁空气质量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随着网络平台
的迅速发展，网购已成为大多数市民的
消费习惯。相信不少市民在网购时都遇
到过商品销售页面同时标示了划线价和
未划线价的情形，许多消费者想当然地
认为划掉的价格是商品的原价，进而以
为自己享受到了优惠。但省工商局网监
处提醒消费者：“划线价”不一定是商品
原价，谨防被误导。

据省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国
家相关规定，商品“原价”是指经营者在
该次促销活动前7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
交、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如果前
7日内没有交易，以该次促销活动前最后
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目前电商经营
者普遍规避“原价”“原售价”等概念，而
以“划线价”概念替代。“划线价”不直观

标明其真实含义或做出具体价格解释，
既诱使消费者购买，又为商家事后开脱
责任留下空间，商家可以将此辩解为“指
导价”“专柜价”“吊牌价”等。根据国家
相关规定，经营者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
价，诱骗他人购买的，应属价格欺诈行
为。如果经营者未对标注的“划线价”进
行合理解释，应根据页面宣传的商品销
售价格及折扣信息，认定此划线价即“原
价”；如果此“原价”与实际原价不符，也
构成价格欺诈。

因此，省工商局网监处的工作人员
提醒市民，在网购时应仔细留意商品价
格标示，遇到没有标注或标注不规范、解
释不清晰时，要与商家沟通，询问“划线
价”的具体含义，并保留聊天记录，作为
日后维权的证据。

市民网络购物莫要被“划线价”误导

本报讯（记者 小雨 金华山）“明明没
有驾驶证，竟然敢开着重型大车上路，这
些司机胆子真不小。”4月10日，在开展道
路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中，海
南州交警支队兴海交警大队和共和交警
大队一天查获 4 起无证驾驶违法行为。
其中涉及三辆重型大车、一辆越野车。

当天，在海南州共和县的塔拉滩超限
检测站，共和交警大队民警拦下一辆白色
重型大车，驾驶员告诉民警没带驾驶证，
通过网上查询，民警发现该司机属于无证
驾驶。随后，该大队民警又发现一辆白色
重型大车缓慢朝检查点驶来，民警上前对
其进行检查，通过查询，民警发现该名驾
驶人也属于无证驾驶，驾驶人也承认了自

己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不久后，共和交
警大队民警在继续进行例行检查时，再次
发现一辆红色重型大车有些可疑，当驾驶
员看到民警后，显得比较慌张，民警对车
辆驾驶员进行盘查，盘查中，驾驶人承认
自己无证驾驶。而在同一天，海南州交警
支队兴海交警大队民警也在辖区内查获
了一辆白色越野车，该车司机也同样属于
无证驾驶。

执法民警表示，根据我国《安全法》第
九十九条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
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
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处二百元以上两
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
留。

3名司机竟无证驾驶重型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