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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首个！
西部首个
！ 西宁未来最惊艳的地方就在 这六类问题就是交通安全顽疾，百姓痛恨，希
这……
望可以根治！
【新闻回顾】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强化和
岁月在风中跳舞：不整顿，有的司机就不
保持生态动力，关停并转一些高污染企业，把 会改，支持！
6540 亩工业用地用于建设（西宁）国际园林博
童心：遵纪守法，确保交通安全，做一名模
览会园博园（以下简称园博园），相当于我们放 范好司机。
弃了每年 170 亿元的工业产值！
Rock 丶 Ghost：
这种行为要严厉处置。
【微友评论】
随心：司机朋友们开车不要玩手机。切
荣宏：园博园待建成后，西宁将成为人们 记，
切记。
瞩目的地方，这片热土上人与大自然和睦相
忍者：整治六类行为，九个一律处罚，好，
处，在一片绿色海洋的陪衬下，这里显得格外 举双手赞成。辛苦交警同志了，特别是对出租
娇艳，怎能不鼓舞客朋来西宁做客，了解青海 车违规行为严厉处罚。
风土人情呢？这该是多么有价值、能吸引贵宾
最新！
最新
！ 西宁 280 名“ 老赖
老赖”
”，87 个失信企
的公园啊！
业法人曝光……
恬淡岁月：园博园，是在生态脆弱的青藏
【新闻回顾】4 月 10 日，市法院发布西宁市
高原做得一次大胆尝试。在南方植物遍地葱 2018 年第一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中包括
郁，常见；而在自然条件严苛、干旱缺水的地 自然人 280 名，
企业法人 87 个。
方，绿色就是弥足珍贵。建设园博园，这是一
【微友评论】
次自己对自己的挑战！尤其是在工业用地上
夏都人：人生活在社会当中，还有什么比
建设。为市委市政府点赞。
诚信更重要的呢？黄金、白银都换不来诚信，
桃之夭夭：甘河的群众们一定高兴的不得 失去了诚信，就失去了一切。
了，园博园是西宁绿色发展的目标之一，给百
新卓张：
为西宁中院点赞。
姓造福！
忍者：曝光失信个体和企业法人老赖，让
军：将口号落实到实际中，厉害了，我们的 他们在商场寸步难行。不管个人或企业都要
西宁。
诚实守信。
童心：高端园林公园给西宁人民带来亮丽
仰止：我的也被骗了 12 万，借条转账记录
的风景线，以生态旅游经济带来绿色环保的盛 都有，怎么办好啊？
世景区。
荣宏：
老赖东藏西躲，
赖账心里不安，
采取人
忍者：大气磅礴，绿色环保，西宁要建园博 身限制，
人生是多么失败，
别再执迷不悟了！
园，了不起。
勇往直前！：这些无赖失去了诚信，等于失
惊了！
惊了
！西宁苦水沟将变精品公园
去了一切。
【新闻回顾】草长莺飞的季节，踏着春的步
晟晟：诚实守信、恪守信誉是企业、个人应
伐，我市园林工作者早早进入苦水沟，热火朝 该遵循的原则，
“老赖”
既违背诚实守信的原则，
天地进行苗木种植。一株株油松、云杉的栽 也有悖于公平公正。公布的这些被执行人的失
植，给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苦水沟带来 信行为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应
了春的气息。
该给予曝光，
让他们寸步难行，
无处逃遁。
【微友评论】
心向田园：失去了诚信，一个人还有什么
上善如水：政府为老百姓造福，赞一个。
希望呢？
武容妍：苦水沟真的变成幸福沟了。
佛手：曾经一位关系很好的朋友都荣登了
骆柯安：中国速度，真的让人惊叹佩服！
这老赖的名单了，
实在是没想到，
谢谢这榜单警
梦想远航：曾经的郊区水沟变成了城市公 示了我，
以后决不会与他再交往了。
园，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坑惨车主！
坑惨车主
！西宁金岛奥迪 4S 店竟伪造临
啊楠：在苦水沟长大，整整 13 年，说长也 时牌照……
不长说短也不短，有各种回忆。现在看到自己
【新闻回顾】坑惨车主！原本计划好的驾车
曾经玩大的地方要变得如此美丽，心里是很美 出游，
行程还没过半，
就不得不结束。日前，
西宁
滋滋的。
市民杨先生在驾车出游途中，
因使用假的临时牌
平生真赏：苦水沟变公园，腐朽变神奇，绝 照而被交警查扣，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非一朝一夕。幸福的生活，美好的环境，靠我
【微友评论】
们几代人的辛勤劳动。
归零：真够胆大的，
不但违法还坑害别人，
天赐：人类创造奇迹的地方简直是太多…… 应该好好收拾收拾，将这样的店直接关门！违
太多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大美青海巨大的 法造假人员应严查，
给予最大程度的处罚！
美丽变化吧！
忍者：金岛 4S 店伪造临时牌照，坑害车主
可爱：童年的沟变成了青年的幸福园。
杨先生，出游变“气游”，支持杨先生维权，让金
忍者：为民服务，苦水沟变甜水沟，赞赞 岛奥迪 4S 店赔偿损失，
有关监管单位给予严肃
赞。
处理，
以儆效尤。
童心：期待苦水沟早日变成人们心中的甜
Miss 白的女婿：金岛的内幕，各种套路太
水沟，让幸福西宁再添一处美丽景色。
深，
我们该警觉了！
西宁多名聋哑人离家出走，
西宁多名聋哑人离家出走
，背后隐情让人
领跑：
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心惊……
舒心：这个车主太冤了，
应该严惩这个4S店！
【新闻回顾】湟中警方接二连三接到聋哑
日月同辉：
只图挣钱无法无德，
应当取消营业
人离家出走的警情，经过走访调查，案情渐渐 资格，
罚他个倾家荡产，
同时赔偿消费方n倍损失。
明了。
偏偏：多亏这个新闻，不然下午就去金岛
【微友评论】
定车了。
没有配乐：无耻至极，应该判终身监禁！
青菜：处罚太轻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
岁月在风中跳舞：残疾人本身就是弱势群 合法权益，还是品牌店，
该重罚。
体，居然还有人对他们下手。
夏都极客：确实有不少 4S 店没有道德底
桃之夭夭：伤害残疾人，利用残疾人，伤天 线，抱着侥幸心理唯利是图、毫无诚信，糊弄和
害理，天理难容。对残疾人的安全教育是家庭 坑害消费者，出了问题就是死不承认、逃避责
更是社会的责任。
任，我去年年底换了辆车就深有体会，消费者
北方狼：你好，我们的一个亲戚也是聋哑 只要交了车款立马就成弱势群体，我相信这样
人，也跟家人没联系跑到广东去了，不知是干 的 4S 店还不是个别的。
嘛去了，家人十分担心，是湟中上新庄的，请湟
西宁一驾驶员开车时抽烟被罚款 200 元、
中民警麻烦找找。
记2分
忍者：
太没有良心道德，
依法严惩，
决不能手软。
【新闻回顾】近日，西宁交警将突出影响交
山宁：青海各地同胞们，都注意安全，看护 通秩序的“六类行为”作为整治重点，坚决做到
好家人和孩子，叮嘱孩子不要接触陌生人，更 “发现一起，处罚一起”
。
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让小小孩离开大人的视
【微友评论】
线，家庭幸福，安全第一。
桃之夭夭：出租车、私家车都要查一查，开
西宁 36 起驾车玩手机行为被查处
起驾车玩手机行为被查处，
，交警 车不喝酒，开车不抽烟，
开车不玩手机！
大力整治
“六类行为
六类行为”
”
平生真赏：安全驾驶，没有小事。罚款记
【新闻回顾】为巩固创城成果，营造文明交 分是小事，违章事故出大事。安全文明，遵法
通环境，4 月份以来，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守纪，驾驶乘坐车辆，
永远在路上。
围绕近期突出影响交通秩序的“六类行为”，通
夏都人：
对违反
“六类行为”
的驾驶人员，
应该
过施行“九个一律”，集中开展各类专项整治行 加大查处力度，
特别是开车抽烟、
开车玩手机等，
动，取得实效。
置交通规则、
交通安全于不顾，
害人害己害家庭！
【微友评论】
天赐：这 个 抽 烟 玩 手 机 罚 款 的 制 度 ，实
桃之夭夭：为真抓实干的西宁交警点赞， 话就一个好好好啊！坚决支持交警，向您们

致 敬 ！ 这 一 下 子 我 就 放 心 了 许 多 ，少 了 一 故）。那次比赛我也是赛事裁判员之一，那天
份担忧……感谢您们！
在场下正好抓拍了这个精彩瞬间。青海队最
蓝精灵：希望这个视频给驾驶员们一次警 鼎盛时期，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告，
让他们牢牢记住。
在甘肃遇车祸，
在甘肃遇车祸
，西宁 8 个月婴儿现在咋样了
个月婴儿现在咋样了？
？
紫气东来：对此行为应该常抓不懈，不能
【新闻回顾】4 月 5 日，一则“西宁一家三口
一阵风就过去了。
陇南遭遇车祸，丈夫不幸遇难妻子重伤，8 个
LvHH：规范驾驶，文明驾驶，开车要养成 月婴儿头部缝合 140 针嗷嗷待哺”的消息牵动
好习惯！
了无数人的心。
2018 青海公务员报名达 62608 人 ，竞争
【微友评论】
最激烈岗位 1370
1370::1
黑子：车祸无情人有情，这句老话道出了
【新闻回顾】4 月 10 日，我省 2018 年公务 人间大爱，感谢甘肃人民！
员公开招录报名情况对外公布，共有 62608 名
此男有主：
谢谢所有的爱心人士！谢谢！
考生报名缴费，
将角逐 1147 个岗位。
華仔：
甘肃青海一家亲，
愿好心人一生平安。
【微友评论】
文德：陇南人民的爱心，深深打动了无数
夏都人：学子们考公务员的机遇到了，撸 的青海人民，
您们的热心如长江的水，
祁连山的
起袖子加油考、
争当革命接班人！
松，
永远铭记在心里，
把甘青的友谊永世传承！
岁月在风中跳舞：机会不等人，好好复习，
流逝的岁月：车祸无情人有情，爱心是不
好好考。
分地界的，甘青人民一家亲，希望青海的小煊
忍者：竞争激烈，独木桥难过。希望多措 煊和煊煊妈妈早日康复。
并举，不拘一格用人才。
蝈蝈姥：甘肃青海人民心连着心，特别感
舒心：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谢甘肃人民，
愿母子早日康复！
Miss 白的女婿：
公务员还是这么热门，
可惜
在西宁的这 27 所学校获“ 国字号
国字号”
”荣誉
荣誉！
！
我就没好好学！祝你们心想事成！金榜题名！
你母校全国闻名啦！
你母校全国闻名啦
！
罚款 200 元！西宁交警严查
“车尾蜘蛛侠
车尾蜘蛛侠”
”
！
【新闻回顾】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17 年
【新闻回顾】近期，西宁一些车主爱上用卡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名单全国 4328 所学校被
通玩具“打扮”自己的爱车，在车顶上放置“蜘 评为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
在西宁的 27 所学校
蛛侠”
“超人”等装饰，然而这些行为既存在安 光荣上榜！这种名额可是很珍贵的，快来看看
全隐患，
又属交通违法。
西宁都有哪些实力派学校被国家点名了吧！
【微友评论】
【微友评论】
领跑：车尾放个
“蜘蛛侠”
，
我还怪俩！
山宁：祝贺青海民族大学、八一路小学获
忍者：遵守交通规则，取缔外挂装饰，行车 国字号荣誉！老师们继续努力。
安全第一。
清风：
青海民族大学在青海省所有高校里
夏都极客：车尾放布偶的就不说了，关于 面堪称完美，我是河南人，在这所学校读书学
车内后视镜处挂挂件的，据我所知至少 80%以 习，这里的老师对学生们非常负责，学习氛围
上的车都有。
很浓厚，学校环境也特别好，
我爱我们母校！
偏偏：一位朋友讲，他在高速上，前车的死
桃之夭夭：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无一漏选。
蜘蛛忽然掉落，
把他的引擎盖砸了个坑……
吾主：青海民族大学是青海省最早创办、
幸福的 out-man：乱改装增加汽车灯光 与新中国同龄的高校，软硬件实力都非常高，
也存在安全隐患，
应该查查。
拥有全国知名的专业，拥有认真负责的老师，
西西：这种有危害隐患的标新立异还是算 拥有勤奋学习的学生。学校环境优美，民族集
了吧！个性不是这么玩儿的！
聚，来到这里生活和学习，非常舒服，这里是梦
西宁到北京乘高铁未来只需 8 小时
小时！
！ 怎 想的高地，是学习的天堂！我爱母校，青海民
么走？
么走
？
族大学，我以你为自豪！
【新闻回顾】近日，从白银市发改委获悉，
今天，
今天
，兰渝铁路动车全线拉通试验
兰渝铁路动车全线拉通试验，
，西宁
备受关注的中卫至兰州客运专线（白银段），基 人只要 6 小时飙重庆
本完成永久性用地的征地工作，计划今年 6 月
【新闻回顾】4 月 13 日，时速 160 公里集中
全线开工建设。
电力动车组列车亮相兰渝。今天，兰渝铁路动
【微友评论】
车全线拉通试验，由兰州局集团组织，复兴号
大晶（卓玛拉姆）：
太好了，
这样北京天津上 CR200J 担当。
学的就不用在火车上慢慢摇啊摇，
熬到学院了。
【微友评论】
没有配乐：要是有直达最好，倒来倒去的
老梁：有关部门应该好好沟通，让动车进
多麻烦！
入西宁才是根本，
才值得高兴！
夏都人：西宁乘高铁 8 小时到北京，时间
童心：期待兰渝铁路延伸至西宁站，让青
缩短一大半，
即方便又快捷。期待着！
海人也体验一下直达重庆的快捷感。
老张：
西宁人能浪、善吃，只要一说开通路
Miss 白的女婿：我关注兰渝铁路很久了，
线，后面肯定是美景和美食逛吃逛吃逛吃…… 瞄准广元了。
无论是绿皮车还是和谐号节奏总是一样的。
4 月不办这件事
月不办这件事，
，可能领不到养老金
可能领不到养老金？
？西
童心：期待一日来回走京城，早喝三江水 宁是这样规定的……
午逛紫禁城。
【新闻回顾】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多地开展
辉煌！
辉煌
！青海 38 年前的足球队
年前的足球队，
，冲入中甲
冲入中甲，
， 年度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多地明确，逾
打进全运会决赛
期不进行认证者将按规定被暂停发放养老
【新闻回顾】青海足球队，这个陌生而又熟 金。各地资格认证规定是不一样的！在西宁
悉的名字，曾经沉寂了多年。1979 年青海省 如何进行认证？会不会领不到养老金？一起
足球队冲入中国甲级足球联赛，点燃了青海球 来关注吧。
迷的无限激情。1980 年在全国足球甲级联赛
【微友评论】
中，队员们凭着顽强的斗志，以第三名的身份
桃之夭夭：
养老金安全事关退休人员生活
打进全运会决赛，成为当年 12 支进入决赛圈 质量和水平，
希望大家认真对待，
就近办理！
的强队之一……
荣宏：
每年一次的退休老人养老金认证工
【微友评论】
作即将开始，请按政府要求，安排好自己的时
夜静春山空：
我是当年青海足球创造辉煌的 间，办妥认证手续，领退休金就有了保障！
见证者，赵俊华、杜玉清、
“大块儿”……至今不
没有配乐：那大家就赶快转发，让更多的
忘。青海足球队的胡燕玉还曾入选中国青年队。 退休职工看看！
杨文英：
我是青海省第一代女子足球队的
守门员，有一两次能得到赵俊华的亲临训练指
导，
真是非常荣幸，
受益匪浅。
桃之夭夭：足球哇？我不太懂，但在国际
地位上有一支强大的足球队伍，也是国家实力
的一部分，
中国足球还得好好加油吧。
忍者：
青海足球曾经辉煌过，冲入中甲，打
进全运会决赛。新时代，新气象，希望多培养
青少年和种子选手足球人才，
再创辉煌。
荣宏：足球队的脱颖而出，为青海体育事
业做出了辉煌成绩，
可喜可贺！
跟路：
门将赵俊华飞身救球这张黑白照片
还是本人所拍。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
足球甲级联赛重庆赛区比赛时的镜头。执法
的 黑 衣 裁 判 是 湖 北 国 家 级 裁 判 胡 忠 谋（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