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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国道G227项目建设需要，将对南川东路第二小学（原二机小学）东侧至山体范围内坟
茔实施迁移。请上述地域范围内亡故的直系亲属于公告之日起至8月31日内截止，携带相关
证明到城中区国土资源局办理坟茔登记事宜，逾期不登记或不迁移的按无主坟处理。

单 位：西宁市城中区国土资源局
办公地点：城南新区瑞源路6号
联 系 人：李洋 魏云
联系电话：13519700705 14797009590

迁坟通知
为了改善和美化营业厅环境，使客户交

费更加方便、快捷，国网西宁城中供电营业厅
将于2018年7月23日起进行升级改造。在此
期间人工窗口因施工暂停服务，无法受理业
务及收费，仅 24 小时自助交费区正常营业。
装修期间如需办理业务及交费，客户可到邻
近的城西供电营业厅（城西区五四西路8号禾

田大厦一楼）办理业务，也可通过24小时自助
交费区、“支付宝”、“微信”、“电e宝”、“掌上电
力 ”手 机 客 户 端 、95598 智 能 互 动 网 站
（www.95598.cn）或就近到银行、邮政等营业
网点交纳电费。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
歉意，敬请谅解。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关于城中供电营业厅暂停服务的温馨提示

惠聚中行日，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畅享美食

（一）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国银行信
用卡在西宁九记火锅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
火锅（夏都大街店）和金钟大簰檔（王府井B馆
负一楼）消费，单笔满120元可立减60元。

（二）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持中国银
行银联信用卡在海湖万达外婆小厨和小鹿披
萨单笔消费满100元可随机立减60-100元。

（三）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的每周五、六、
日，持中国银行银联标识信用卡在必胜客欢
乐餐厅单笔消费满150元立减50元，满300元
立减100元，最高减100元。

（四）即日起持中国银行信用卡在星巴克
刷15000积分可兑换一杯手工特调饮品，周末
更享兑一赠一。

★畅观大片
（一）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国银行

信用卡在西宁奥斯卡影院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优惠、在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
际影城享19元观影优惠、在海南州共和县百
佳影城享9元观影优惠、在大通县天麒上影国
际影城享9元观影优惠。

（二）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国银行
银联信用卡在西宁万达影城（海湖店）享10元

观2D/3D影片、20元观IMAX影片的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银
行缤纷生活 APP 绑定 62 开头中行银联信用
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山路
店和兴海路店）进行二维码支付，可享满60元
立减30元优惠。

★畅抢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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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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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中国银行信用卡”
微信公众号或下载“缤纷
生 活 ”APP，扫 一 扫 即 可
下载）

本报讯（记者 一丁）7 月 26 日，省高等
级公路建设管理局向社会发布了第一批偷逃
通行费的500辆车辆名单，记者注意到，这些
车辆都是自6月25日开始，省交通运输厅、省
公安厅联合执法人员在我省的高等级公路上
开展打击公路涉路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中
检查发现的问题车辆。

驾驶车辆通行高速公路，按规定缴纳车
辆通行费是每一名驾驶员的义务。然而，个别
驾驶员为了逃避这一费用，多次驾车冲卡、逃
避缴费或绕道通行高速，这种违法行为不仅
给国家税收带来了损失，还破坏了高速公路
安全有序的车辆通行环境。对此，省交通运输
厅、省公安厅自6月25日起至10月25日，将
持续开展打击公路涉路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
动。截至7月24日，联合执法人员共处理补缴
通行费车辆近 3000 辆，补缴通行费 1010 万

元。在发布的500辆偷逃通行费的车辆中，有
86辆外地车辆，其中包括陕AN6507（黄色）、
苏 BD5331（黄色）、甘 EW1100（蓝色）、甘
N30121（黄色）、鲁 H7F810（黄色）等，414 辆
省内车辆，其中包括青 G07007（黄色）、青
A2661V（蓝 色）、青 G06099（黄 色）、青
GE8813（蓝色）等。

据悉，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联
合制定的《关于联合开展打击公路涉路违法
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及《关于严
厉打击公路涉路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自
专项行动开始 60 日内 （2018 年 8 月 25 日
前）凡是主动停止涉路违法行为，并向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或主动向收费公路管理部门申
请补缴通行费的，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
处罚，按逃费次数，以全程通行费标准补缴
通行费。很多有违法行为的驾驶人都能主动

投案并补缴了费用，但仍有部分车辆驾驶人
对此却置之不理。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局
执法人员希望通过晚报提醒仍未补缴通行费
的车辆，及时办理车辆通行费补缴手续，否
则按照《青海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办法》的规
定，逃缴车辆通行费的，可按全程车辆通行
费的3倍计收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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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辆！青海高速实名曝光第
一批偷逃通行费车辆名单。

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7月26日从省
路网中心获悉，受到我省计划性养护施工
的影响，目前省内多条道路封闭施工，部分
收费站出口也在封闭中。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省以下道路正在
封闭施工中：

▲国道 G0611 张汶高速，老营庄收费
站出口封闭，解除封闭时间待定；

▲国道 G338 线，热水至木里段（原省

道 S302 岗木线）K200+497(江仓)处封闭施
工，封闭时间从7月19日至10月19日；

▲国道 G6 京藏高速马场垣匝道出口
与国道 G109 京拉线连接处团结大桥封闭
施工，封闭时间从3月30日至11月30日；

▲国道G0611张汶高速平安至阿岱段
K40+983 阿岱匝道收费站入口封闭施工，
封闭时间待定；

▲国道G0612西和高速K42西城大街

立交处、多巴至西宁方向封闭施工，封闭时
间从5月25日至8月25日；

▲国道G310线连共线K27+600松巴峡
路段（原省道S201线）封闭施工，封闭时间从7
月23日至7月29日；

▲国道 G109 京拉线 K2260+000 处至
K2342+500（茶卡西至安固滩）封闭施工，封
闭时间从7月1日至8月1日。

省路网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晚报提醒近
期去往大通、都兰、阿岱方向的市民，及时
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车路线。

本报讯（记者 王琼）近日，记者从省高
速交警支队获悉,我省高速交警五大队全
警上路、全力以赴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截至7月23日，共查处各类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行为206起，其中现场查处165起。

据了解，青海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在
支队统一安排下，从7月16日起在大队辖
区高速公路范围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违
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针对
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规
律特点，在大队辖区京藏高速，利用执法
记录仪在卡点前方设置取证点，对违法占
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其后将
违法车辆引导至警戒区内，进行处罚。在
处罚过程中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营
造严打氛围。同时，加大对辖区道路的巡
逻管控，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应
用电子抓拍设备进行取证，以视频或多张
照片形式固定违法证据，加大非现场取证
执法力度，在上周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共抓
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41起。做到查处
抓重点，事实有证据，管控全覆盖。

截至7月23日，共查处各类违法占用
应急车道行为206起，其中现场查处165起。

本报讯（记者 施翔）7月26 日，记者从
省公安厅宣传处获悉，经过 3 个多月的奋
战，我省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非法采矿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4月初，海北州公安局和刚察县公安局
联合调查一起涉黑涉恶案件时发现，一些
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非法盗采热水外力
哈达矿区国家矿产资源，不仅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还存在重大社会治安隐患。
获悉这一情况后，省、州、县三级公安

机关党委高度重视，4月27日，在进一步掌
握犯罪证据后，三级公安机关抽调民警成
立专案组开展工作。

由于案情重大复杂，主要犯罪嫌疑人
分工明确、遥控指挥，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
力，给案件的侦办工作带来极大难度。专案

组民警夜以继日奔赴甘肃、陕西、浙江等
地，对60余名相关证人进行了询问，调取了
相关文件材料 200 余份。并聘请有资质的
相关部门对盗采的煤矿现场进行实地勘
察测绘，对依法扣押的原煤进行司法鉴
定，固定证据。经专案组大量工作，5 月 16
日，在西宁市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林某；7
月 9 日，在浙江省台州市抓获同案在逃犯
罪嫌疑人王某。

目前，林某和王某已被依法分别批准
逮捕和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传承匠心精
神，展示匠心风采。7月26日，共青团青海
省委、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联合主办的 2018 年青海省青年职业技
能大赛鸣锣开赛，全省130名选手“赛”技
能本事。

据了解，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是加强我
省青年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
同时能更好地激励广大青年提高职业技
能、岗位成才的积极性。为奋力推进“一
优两高”战略部署，落实“全国青工技能振
兴计划”，本次大赛掀起了全省广大青年
职工学技术、钻业务的新高潮，形成崇尚
技能、爱岗敬业的良好风气。

据悉，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进行。自4月份筹备以来，全省30个地区、
单位的130名优秀选手进入决赛。比赛项
目分为钳工、焊工、汽修维修工、电工等。

参加焊工专业比赛的选手石小平告
诉记者，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展现了新时
代青年员工的风采，为在大赛中能展示自
己的技能感到无比荣光，这也是在为我们
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青海作贡献。

500辆偷逃通行费车辆被曝光
206起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为被查处

130名选手技能大赛“赛”本事

快看看快看看，，这些路段要封闭施工了这些路段要封闭施工了！！

一起特大非法采矿案告破一起特大非法采矿案告破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为有效遏制西宁
市涉林违法犯罪高发态势，保护森林和野
生动植物资源安全，切实加大执法打击力
度，西宁市森林公安局结合工作实际，开展

“2018春雷”专项打击行动，积极发挥森林公
安尖刀优势，忠诚践行“两个绝对”，紧盯破
坏野生动植物资源案件，全力以赴，精准打
击，近期破获了一系列涉林违法犯罪案件。

5月19日，省公安厅向省森林公安局移
交线索称：侦查员在依法搜查某涉案嫌疑

人家中时，发现了疑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麝的死体1只，要求予以查处。接到线索后，
省森林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抽调了以西
宁市森林公安局为主力的民警组成专案组
展开侦查。经大量工作，民警初步查明麝的
死体来源为犯罪嫌疑人马某成非法收购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运输至家中驯养繁育。专
案组民警先后赶赴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
等地，行程数千公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马
某成的住所进行搜查，当场查获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林麝18只（活体）、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马鹿7只（活体）。

6月6日，西宁市森林公安局在城中公安
分局的大力协助下，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非法
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两名，同时查获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象牙制品1584件（串），共计30kg。

自“2018 春雷”行动以来，西宁市森林
公安局党总支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
任落实、加大打击力度、严格督查问责等举
措，充分发挥了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用，为
专项行动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扎
实推进专项打击各项工作任务的开展。

警方破获一系列涉林违法犯罪案件警方破获一系列涉林违法犯罪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