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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旺季，青海多家景区立新规
本报讯（记者 芳旭）青海旅游旺季即将
来临，为了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今年我
省多个景区从服务质量、旅游线路和旅游景
点上进行了调整，对游客参观游览立下新
规：今年青海湖鸟岛景区和沙岛景区停止营
业；年保玉则国家公园停止接待游客。另
外，塔尔寺景区也对游客着装有要求，着装
太暴露将无法进行参观游览。
三大景区停止对外接待
◆青海湖景区：青海湖作为中国最大的
内陆湖泊，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曾被《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
之首。作为青海王牌旅游景点，青海湖景区
一直是外地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慕名到青
海湖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为了进一
步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维护青海湖周边生态
系统，今年旅游旺季，青海湖景区暂时开放
二郎剑景区和仙女湾景区，而鸟岛景区和沙
岛景区将停止对外营业。
◆年保玉则国家公园：一直被称为“天
神后花园”的年保玉则国家公园，被自驾游

爱好者奉为“自驾游天堂”，里面星罗棋布的
300 多个海子，如同锦缎点缀在山川之间，华
美得让人窒息。近几年，年保玉则国家公园
日均游客量在 2400 人至 2500 人左右。为了
进一步保护年保玉则公园，保护水源和草场
地，年保玉则国家公园从 4 月 10 日起开始停
止对外接待，
营业日期待定。
两大景区即将盛装开园
◆坎布拉景区：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
环境，
坎布拉景区于去年进行改造升级，
经过一
年的改造升级后，
于今年 4 月 15 日开园迎宾试
营业，
5 月 1 日正式开园迎宾。
坎布拉景区门票
50 元，
因景区入口距离核心景点 10 余公里，
建
议乘坐景区观光车或游船参观游览。
（游船或快
艇费用100元、
观光中巴车费用100元）。
◆茶卡盐湖景区：作为“天空之城”的茶
卡盐湖景区，为了更好地打造景区旅游设
施，2017 年 11 月 1 日,茶卡盐湖景区闭园，开
始为期 5 个多月的三期升级改造工程。目
前，各项工程已接近尾声，4 月 26 日即将盛大
开园，正式对外营业。在开园当日，向广大

游客免门票开放（仅免费单门票，景区内观
景塔、小火车、游轮、电瓶车等小交通及游览
项目正常收费且价格不变）。
塔尔寺对游客立新规
另外，作为佛教圣地的塔尔寺，今年开
始，塔尔寺景区对参观游客有了着装方面的
要求，规定游客必须身着长衫、长裙进行游
览参观，对行为举止等进行了明文规定，如
果着装太暴露将无法进行参观游览。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
分享最新、
最有趣的资讯吗？
您只需打开微信
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
快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评论
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粉
丝正在与您交朋友，一
起畅评新闻事件，
今日的
热点是：
三大景区停止营
业……今年来青海旅游，
还有这么多新规！

车辆礼让斑马线 温暖外地游客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 摄影报道）车辆礼
让斑马线是一座城市文明素养水平的直观
体现，现如今，在我市各大路口的斑马线前，
文明礼让的和谐画面越来越多，甚至经常出
现人车互让的情景。这不仅让本地市民心
怀感恩，
更让外地游客为礼让斑马线点赞。
近日，记者来到南大街、南关街、长江
路、七一路等路段观察发现，除在有红绿灯

的路口外，公交车、出租车都做到了斑马线
前的文明礼让，大部分私家车在斑马线前都
停下“步伐”，等待行人通过后才缓慢起步驶
过。
4 月 16 日中午，记者在长江路与七一路
的交叉口的斑马线看到，这里有不少来回穿
行的行人，而斑马线处均印刷着“车让人”字
样提醒车辆礼让行人。无论是多位行人还

是一位行人，途经的车辆都会主动停车让行
人通过。
这让来西宁旅游的侯女士和家人感触
很深，
“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就在附近，每天进
出都要在这过马路。我刚来这里第一天就
发现过马路时公交车竟主动给我让路,不像
在别的城市,我需要躲着车走或者跟车抢着
走。后来我察觉到这是整个城市的‘默契’,
甚至部分私家车主都会主动让我先走,一开
始还挺不习惯的,尤其是在前几天的雨夹雪
天气,本身作为行人过马路就挺糟心的,能被
主动让路觉得尤其暖心。
”
侯女士还告诉记者,在别的城市,看到车
子风风火火地赶着路的,真的不在少数,行人
过斑马线,总是瞻前顾后,生怕突然就冲出来
一辆车，真没想到西宁这样的西部城市还能
做到这样，
仅此一例,足以证明其文明程度。
来西宁出差的高鸿翔告诉记者,西宁给
他最深的印象就是车辆礼让斑马线,“不管是
不是有红绿灯的斑马线,只要有行人,车辆就
会停车让行人先过马路。我第一天到西宁
站在斑马线的一端,左右观察车辆的时候,发
现无论是公交车、出租车还是私家车都会缓
缓地停下来,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明白
过来,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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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更美好
让生活更美好

重返温暖：
今日高温有望达 24℃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4 月 16 日，记者从
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 72 小时我市天气以多
云或晴天为主，17 日我市最高温度将达到
24℃，温暖的天气又回来了。
上周，我市出现了降温、降水的天气过
程，
特别是降温幅度较大，
最低温度重回零下，

最高温度仅有 4℃到 5℃，
仿佛又回到了冬季。
但从周末开始天气不断变好，
气温回升，
加上
降水过后西宁全城满眼翠绿、鲜花绽放，
一派
暖暖的春天景象。
未来的天气又是怎么样的？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未来 72 小时内，
全市
以多云或者晴天为主，
最高温度会不断上升。

青海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启事
青海宾馆隶属于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是市国资委直管的国有企业，因公
司发展需要，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下岗位。
职位一：前厅部前台接待员（女性）25 岁
以下，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体素质好，身高
162CM 以上，大专以上学历，
普通话标准。
职位二：
保安部内保员、
销控员（男性）30
岁以下，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体素质好，身
高170CM以上，
高中以上学历，
普通话标准。
职位三：客服中心总机话务员（女性）30
岁以下，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体素质好，高
中以上学历，
普通话标准。
职位四：餐饮部服务师（女性）26 岁以
下，身高 162 厘米以上，高中以上学历，普通

话标准，形象气质佳；传菜生（男性）26 岁以
下，身高 170 厘米以上，高中以上学历，普通
话标准。
职位五：财务部财务人员（男女不限）35
岁以下，从事财务工作两年以上或具有财务
会计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生。
薪酬待遇：试用期满签订劳动合同，缴纳
社会保险，享受高于行业水平的工资待遇及
绩效、夜班费、午餐费、加班费等各项福利津
贴。业务能力强者可享受管理岗位薪酬。
个人简历请投邮箱：
1023513382@qq.com
联系电话：
0971—6148820
17730906150
联系人：李老师

记者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到，
17 日全市晴天，
最高温度会上升至 24℃，
最低
温度为-2℃，早晚出行的市民还是要注意着
装。
另外，
随着天气不断回暖，
很多市民会踏春
出行，
但是目前草原、
山坡干草较多，
市民要注
意野外出行时的用火安全，
以防止火灾等险情。

垃圾屋成了市场卫生“黑点
黑点”
”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不仅垃圾屋周边
卫生脏乱差，而且还有一些人把这里当成了
公厕，味道十分难闻……这是 4 月 12 日，记
者在水井巷市场所看到的景象。
4 月 12 日 10 时 30 分许，水井巷市场内的
一些商户还未开门营业，一些商户则在打扫
卫生，并将使用过的清扫工具摆放在店门
前，有的甚至将淘洗过的拖把放在路中央控
水。
当记者走到水井巷中段时，看到一扇开
着一半的卷闸门，卷闸门前放着半个破旧的
大油桶，地面的污水掺杂着油污和其他垃
圾。往门里看去是四五块遮挡板和半堵墙，
可以看出有明显焚烧过的痕迹，透过挡板的
缝隙，能看到更多的垃圾。通过采访周边商
户，记者了解到这扇卷闸门背后是该市场的
垃圾屋，负责集中市场每日产生的垃圾，卷
闸门多数时是开着的。
“卷闸门开着的时候暴露垃圾，还让许
多 人 把 这 里 当 成 了 公 厕 ，毫 无 顾 忌 的‘ 如
厕’，夏天和下雨时的味道十分难闻，清扫人
员看见后有时还会劝阻，但多数人说了也不
听。”
垃圾屋附近一商户告诉记者。
“尽管每天
都有环卫车辆前来清理垃圾，可这个市场的
垃圾均倾倒至此，
这些垃圾在这里
‘露宿’
，
太
影响环境了。
”另一商户说。垃圾屋附近的商
户希望市场内可以建一个环卫封闭式垃圾屋
或者设置一个箱式垃圾压缩机来分解处理垃
圾，
改善垃圾屋清运、
分解、
处理垃圾的条件，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当日中午，记者在市场的蔬菜区看到，
仍然有部分商户将蔬菜乱堆乱放，挤占人行
道，地面上散落着烂菜叶和泥土。由于摆放
台不足，一些商户把蔬菜直接摆在地上，整
个蔬菜区看上去非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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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台

半挂车轮胎起火路人及时报警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一辆装载 33
吨水泥的半挂车从西宁开往拉萨，行至共和
方向距离倒淌河收费站 15 公里处时轮胎突
然起火，司机当即熄火并寻求救援，好心路
人见此状第一时间帮助司机拨打了火警电
话。海南州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后立即调派人员前往救援。
据了解，消防官兵到场后发现，一辆满
载水泥的半挂车左后轮胎正在猛烈燃烧，熊
熊大火正迅速蔓延，车体已经整体被烧黑，
司机在一旁焦急万分，另外一名热心的路人
就是报警人，他报完警后在一边安慰司机的
情绪。此时，消防官兵一队对火灾现场实施
警戒，防止其他车辆靠近，另一队立即对半
挂车轮胎进行灭火作业，并调派一辆水罐车
增援，经过 45 分钟努力，大火被彻底扑灭。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惠聚中行日，优惠那么多！
一张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尽享吃、喝、玩、乐的优惠体验

★
“惠聚中行日”
星巴克大杯饮品再来一杯
即日起至 4 月 14 日，持中行信用卡在星
巴克刷 15000 积分可兑换一杯手工特调饮品，
周末更享兑一赠一。
★
“惠聚中行日”
三家餐饮满120元立减60元
即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每周六、日，
在西宁九记火锅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火
锅（夏都大街）和金钟大簰檔（王府井 B 馆负一
楼）消费，持中行信用卡单笔满 120 元可立减
60 元，每日限前 10 位客户，持中行借记卡可享
9.5 折优惠，下载缤纷生活 APP 绑卡进行二维
码支付可在旧院牛肉火锅享 1 元换购价值 30
元的菜品。
★
“惠聚中行日”
四家影城可享10元、
19元
观影活动
即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每周六、日，
持中行信用卡在西宁万达影城（海湖店）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20 元观 IMAX 影片的优

惠，在奥斯卡影院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
在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际影城，持
中行信用卡可享 19 元观影，持中行借记卡可
享 8 折观影，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
“惠聚中行日”
N个优惠券抢先下载
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中国银行信用卡客
户登陆“缤纷生活”APP 或中国银行微信公众
号，可享 8 折抢购网易严选、天猫超市 100 元
电子券，7 折抢购哈根达斯、吉野家和汉堡王
等 50 元电子券。新客户注册“缤纷生活”APP
并绑卡，还可选取 20 元优酷视频会员月卡、20
元爱奇艺视频会员月卡、20 元滴滴出行快车
券、30 元话费等注册奖励。
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
点。
（最 HIGH 中行卡，优惠享
不停，更多优惠可见“缤纷生
活”APP，
扫一扫即可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