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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一丁）近段时间，
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降雨的
影响，记者 7 月 11 日从西宁火车站
获悉，受到兰州局陇海线，成都局
兰渝线，西安局太中银等线降雨的
影响，T308 次乌鲁木齐至福州列
车 、K2633 次 成 都 至 西 宁 列 车 和
K2634 次西宁至成都列车 3 趟列车
停运，13趟抵达西宁的列车晚点。

据悉，7 月 11 日抵达西宁的 13
趟晚点列车和晚点时间分别为：
T175 次北京西至西宁列车大约晚
点2小时1分，K2611次重庆至西宁
列车大约晚点4小时34分，K621次
武昌到西宁列车大约晚点8小时18
分，K177次郑州至西宁列车大约晚
点6小时47分，Z223次重庆北至拉
萨 列 车 大 约 晚 点 4 小 时 49 分 ，
K2637次重庆至西宁列车大约晚点

3 小时 53 分，K1059 次成都至西宁
列车大约晚点 8 小时 59 分，K4611
次西安至西宁列车大约晚点9小时
9 分，Z151 次北京西至西宁列车大
约晚点 5 小时 40 分，Z21 次北京西
至拉萨大约晚点 2 小时 20 分，Z41
次上海至乌鲁木齐列车大约晚点1

小时 14 分，Z105 次济南至乌鲁木
齐大约晚点1小时17分，Z232次乌
鲁木齐至深圳列车大约晚点2小时
21分。

西宁火车站提醒广大旅客，具体
时刻请广大旅客及时拨打12306咨询
或关注车站公告、车站官方微博。

本报讯（实习记者 小蕊 青禾）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7月11日
7 时 15 分，龙羊峡水库顺利泄洪。据悉，这次泄洪为小流量持续
泄洪，下泄流量为 1500 立方米每秒，入库流量为 2649 立方米每
秒。截至目前，无险情报告。

连日来，受降雨影响，黄河上游干支流来水较多，7 月 8 日 11
时，唐乃亥水文站流量达 2500 立方米每秒，形成黄河 2018 年第 1
号洪水，对此，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快速响应，靠前指挥，要求
沿黄各地防指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加强河道巡查，在建工程管理，
涉水安全管理及值班值守和信息畅通工作，为龙羊峡水库泄洪，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保黄河防汛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谢晔 李
萌 摄影报道)小区内路过的行人
纷纷捂住口鼻匆忙离开，“太难
闻了！”李女士对记者说。近
日，原田小区居民向本报热线
反映，称小区地下室单元管道
由于老化造成积水并散发恶
臭，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和
生活。

随后，记者对城北区原田
小区进行实地走访。刚走到小
区一单元楼道内，一股恶臭席
卷而来。记者看到，漆黑的地
下室内渗漏着大面积的积水，
水深约有 40 厘米，水面上漂浮
着大量生活和建筑垃圾，苍蝇
肆意飞动……

据了解，朝阳西路8号原田
小区属于老旧三无小区，长期
没有物业管理，小区物业由朝
阳西路社区代管。自 2013 年小
区地下室上水管道老化破裂，

致使小区内多个单元地下室出
现积水现象。2017 年 11 月至
今，因管道问题地下室积水现
象变得更加严重，出现了大面
积溢水现象，对小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家
住小区二单元的吴先生向记者
诉苦说，地下室积水的问题长
期困扰着居民的生活，现在积
水越来越多都造成出行困难，
甚至有时出单元门还需要居民
垫砖铺路才能出行。

记者采访朝阳社区工作人
员得知，原田小区长久积水的
事也让社区很头疼，针对居民
楼道内积水的状况，社区每半
个月进行一次抽水，但这也是
治标不治本。为了彻底解决原
田小区居民的难题，近期社区
已组织有关部门、业主委员会
代表等共同达成彻底修理破裂
管道的决定，并在近日内开工。

本报讯（记者 施翔）7 月 11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宣传处获悉，
海南州贵德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
查处一起故意毁损人民币案，给
予违法行为人马某罚款1800元并
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

7月5日，河西派出所民警在案
件调解结束后，马某出于炫耀拿着

夏某赔付的1102元人民币当众撕
毁。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是
我国经济主权的象征，是国家的名
片，人人都要爱护人民币，维护国家
货币荣誉。派出所民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
十三条之规定，当场给予马某罚款
并处警告的行政处罚。并对其进行

法制教育，在民警的讲解下，马某认
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意识到故
意撕毁自己的钱也是犯法的。

民警结合此案在辖区及时开
展法制宣传，辖区内群众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宣传，明白了故意损
坏人民币，故意毁损、仿制、买卖、
随意使用人民币图样，以及其他
损害人民币的行为都是违法行
为，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了学法、
守法、懂法的重要性。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进一
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
载治理工作，及时消除超限超载
给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带 来 的 危
害，不断推进治超工作，近日，
海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
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专项整治
工作。

在专项整治期间，通过拉网

式、地毯式排查，对无照从事汽车
修理、煤炭经营、废旧物资收购行
为进行了清理整顿。同时，严厉
打击超限超载行为，加大治理超
限超载整治力度，对从事汽车维
修企业加工场所、汽车经销店和
机动车安全检测机构开展了监督
检查。重点检查汽车维修企业是
否存在以维修名义从事非法改

装、拼装的违法行为。另外，重点
加强了对矿山、水泥厂、物流园区
等货物集散地的排查，引导货运
源头单位安装使用经强制检定合
格的称重设备，确保计量设备准
确可靠。

此次专项整治共检查汽车修
理店16家，未发现非法改装行为；
货运源头单位52家；检查计量器
具 117 台。通过整治有效遏制了
货车非法改装和违法超限超载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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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大
通县法院审理首例车辆所有人构
成危险驾驶罪共犯案件。车辆驾
驶人冯某某醉酒驾车，被判处拘
役三个月，罚金三千元，车辆所有
人王某某也因危险驾驶被判处拘
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

据了解,2017 年 5 月 10 日 22
时许，冯某某、王某某与其他两人

在大通县四号桥临夏小王汽修厂
办公室内饮酒后，冯某某从办公
室桌上拿取王某某所有的轿车钥
匙，载乘其他两人及王某某前往
KTV 唱歌，王某某明知冯某某严
重醉酒，仍放任其驾驶车辆，车辆
从桥头镇沿园林路行驶至米兰小
区东门门口时，因马某某等人在
进入小区时未避让车辆，双方发

生争执，后报警。
经鉴定，冯某某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187mg/100ml，王某某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 224mg/100ml。王
某某作为车辆所有人，负有对机
动车的管理义务及危险的避免义
务，在明知冯某某严重醉酒的情
况下，放任冯某某驾驶机动车在
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
驾驶罪，且两人系共同犯罪，经法
院审理，对二被告人均判处拘役
刑，并处罚金。

放任同伴醉驾车主被拘役

龙羊峡顺利泄洪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