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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赛事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7 月 31 日，国家民委
“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活动走进青海启
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在青海体育中心隆重举
行。

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省委常委、统战部
长公保扎西，省政府副省长杨逢春，省政协副主
席仁青安杰，省军区副政委郭建军等领导应邀出
席，国家民委财务司、文宣司、中央民族歌舞团、
省委宣传部、省民宗委、省民委委员单位和西宁
市、海西州负责同志以及西宁市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参加启动仪式。李昌平
宣布“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走进青海正
式启动，公保扎西讲话，杨逢春主持。

公保扎西说，此项活动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国务院对青海590万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充分
体现了国家民委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的有力推动，也充分体现了国家民委对青海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的高度关注。活动给全省各族人
民在建设新青海的实践中提供了精神动力，进一
步激发全省各族人民心向党、跟党走，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青海新篇章。

启动仪式上，国家民委向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捐赠价值40万元图书。中央民族歌舞团为
西宁各族群众表演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艺
节目。演出中，藏族、彝族、哈尼族等多民族艺术
家登台献艺，《打歌打舞 》《中华一家亲》《最美的
歌儿唱给妈妈》等歌舞传递了中华民族亲如一
家、和谐共融的美好祝愿，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节
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活动走进青
海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由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主办，青海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
中共西宁市委、西宁市人民政府承办。8月2日，
中央民族歌舞团将在海西州德令哈市文艺演
出。8月19日至26日，将组织清华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专家深入黄南州开展送医活动。

国家民委“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活动
走进青海启动仪式暨专场文艺演出在西宁举行

本报讯（记者 芳旭 实习记者 李铎业）7月31
日，我市又一条城市大道——海南路扩建项目
（原西塔高速）破土动工了，这条长约7公里，宽60
米的双向8车道城市道路，将会成为市区直达城
南的主动脉，为西宁增添了又一道美丽道路风
景。

近年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南川片区
着力打造高原山水城市片区，成为西宁城市建设
新的标志性区域。为加快推进南川文化旅游商
贸会展区建设，由南川综合开发项目管委会负责
实施，成都建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海
南路道路工程项目动工开建，该道路将会成为西
宁市与南川片区连接的中轴线，将成为今后市区
通往城南的主动脉，对西宁市南川片区的发展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新修的海南路（原西塔高速）北起来
凤路，南至奉青路，道路总长约7公里，宽60米，
为原西塔高速公路（园树新村至奉青桥段）改造
为市政主干道，对原道路加宽、新增管线等，将为
南川片区的土地开发利用创造交通便利，有效带
动该地区土地增值。与海南路相连接的道路有：
来凤路、文峰街等17条城市道路。工程内容主要
是原高速公路及桥梁拆除、道路工程、车行下穿
及人行下穿通道、涵洞工程、管线工程、人行道、
绿化景观、交安设施等。

据项目副指挥长孙强介绍，实施海南路建设
工程的成都建工路桥公司自2016年进入西宁市
场以来，承建的西宁市昆仑桥新建工程，赢得了
西宁市民的良好口碑和形象。下一步海南路及
南川EPC项目建设中，公司将按照“建一流工程、
创一流质量、树一流品牌”的要求，抓好工程质
量，保质、保量、按时、按节点完成施工任务，有序
推进工程建设中各项工作，为西宁市市政建设作
出贡献。整个道路扩建项目预计耗时21个月，至
2020年5月完工；道路建设预计需要16个月，在
2019年11月基本实现通车。

本报讯（记者 施翔） 7月31日，本
报刊登的《悬！中巴司机边开车边玩手
机》一文和7月30日本报新媒体发布的

《太可怕！西宁至同德客运班车上，司机
不停玩手机》，在引起广大市民关注的同
时，也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副
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正升得知此事
后，立即要求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针对举
报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热心群众尽快制定
出台相关奖励办法，并个人出资1000元
委托本报寻找视频爆料者并予以奖励，
希望该网友及时与本报联系。

本报报道引副省长关注

7 月 30 日，本报新媒体发布的 《太
可怕！西宁至同德客运班车上，司机不
停玩手机》一文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极大
关注，几个小时内，阅读点击量将近两
万次。

当日23时许，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王正升通过本报新媒体获悉该事件
后，立即向交警总队询问我省是否有对
爆料该类线索热心市民的相关奖励办
法，表示个人出资1000元对爆料该事件
的网友进行奖励，并委托本报寻找该爆
料者。随后，王正升要求由交警总队牵
头，尽快制定出台对举报危害公共安全
行为热心市民的相关奖励办法并予以公
布。

在此，请《太可怕！西宁至同德客
运班车上，司机不停玩手机》报道中的
视频爆料者尽快与本报联系。联系方
式：（0971）8244000，13997166661。

涉事驾驶员被列入黑名单

7 月 31 日，省公安厅政治部和交警
总队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该事件相关问题，决定在维持同德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依法对涉事驾驶员左某某
作出 200 元处罚和扣 2 分的处罚的基础
上，与运管部门进行沟通联合执法，根
据视频证据责成海南州运管处对客运企
业和驾驶人做出进一步处罚：按照《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和《道
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一是对该企
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处罚；二是依据相
关规定，吊销涉事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三是该企业与涉事驾驶员解除劳务合
同；四是将涉事驾驶员列入黑名单，三
年内不得从事营运行业。

4948起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
为被处罚

针对此事件，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以该事件为契机，进一步
加大对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意识教育，进一
步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妨碍安全驾驶的
违法行为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将积极会同

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对及时举报危害
公共安全行为热心市民的相关奖励办法，
并真诚希望广大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对妨
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交警部
门在核实后将对违法行为责任人进行处
罚并对举报人员进行奖励。

据了解，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我
省公安机关共纠正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
4948 起。2015 年 12 月 31 日，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便开展了交通违法随手拍有奖举
报活动，截至目前，经对举报内容核实，先
后对近500名举报者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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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 通讯员 扎西黄
秀）根据国际自行车联盟的相关规定，比
赛在经过 9 个赛段的比拼之后，7 月 31
日，环湖赛休战。今天环湖赛将进军腾
格里沙漠。环湖赛的车队里，有一个特
别的队伍，那就是全副武装为车队领航
的铁骑队。首次走进沙漠，对于全副武
装的摩托车铁骑队伍来说，炎热的高温
对他们是极大的挑战。

“8 月 1 日，本届环湖赛车队将开拔
民勤至腾格里沙漠的全新赛段，这也是
环湖赛自创办以来，首次走进大漠浩瀚、
苍凉雄浑的这片区域。交通安保组、铁
骑护卫队同选手们一样经历过高原考验
后，又经历干旱酷暑天气，征战长距离赛
段和大转场。安保任务将面临一次又一
次的长距护航及绝对高温的重大挑战和
考验。安保组不仅要做好护卫队骑行人
员的防暑防事故工作，也要在心理和技

能上做好迎战准备，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和决战决胜的姿态，全力做好穿越腾格
里沙漠安保护航的重大任务。”环湖赛交
通安保副总指挥、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张
孝智在武威休整日召开的安保部署会议
上这样强调。

铁骑护卫队大队长巨振言说：“腾格
里沙漠赛段，有别于城市绕圈赛，有别于
高山爬坡赛，荒凉大漠加上高温干旱，全
程124公里安保护航绝非易事，铁骑队员
穿着密闭的骑行服和头盔，顶住烈日高
温考验。对于护卫训练在高原地区的骑
行警员来说，或许高温会比高海拔更难
应对，风险难以估计。因为骑行警员的
大多数对于沙漠干旱高温的应对还没有
更多的经验。”

“正值暑期，沙漠赛段将会出现 40
摄氏度以上的室外温度和近 70 摄氏度
的地表温度。高温、干旱，会加大骑

行护卫警员的体能消耗。除了沙漠赛
程，还有赛前 94 公里至民勤的转场和
赛后至中卫363公里的转场，赛程加转
场近 600 公里。一天在高温下高速运
转，面临这样的极限挑战，不可小看
这段赛程的安全护卫任务。铁骑护卫
队的每一位警员都做好了心理和骑行
技能的准备。为骑行摩托车轮胎补充
了氮气，防止在高温、高速行驶中，
发生爆胎等意外险情。还准备了一些
冰袋，以做骑行护卫警员在途中降温
之用，防止持续高温骑行中暑。”交警
总队特勤支队沙成国说。

17 年来，青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安
保组，在环湖赛激情追梦、挑战极限的前
沿后阵，护卫骑行。这次，又将经历骄阳
似火的天气，穿越腾格里沙漠，护航环湖
赛运动健儿胜利凯旋。

8月2日，星期四
时间：10：00比赛开始，12:20比赛结束。
赛段名称：中卫绕圈赛，第十一赛段。
比赛路程：110公里。
比赛线路：沙坡头大道-中央南大道-迎宾大道-平

安大道-行政中心广场-平安大道-机场路-中央南大
道-迎宾大道-平安大道。

赛段看点：本赛段是全部赛事的倒数第三个赛段，
也是本届赛事第二个城市绕圈赛。中卫人说：“天下黄
河富宁夏，先富中卫。”黄河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很多的礼
物，环湖赛作为黄河源头青海的国际品牌赛事，在中卫
也有着无数的支持者。 （记者 金华山）

8月1日，星期三
时间：10：00比赛开始，12:50比赛结束。
赛段名称：民勤-腾格里沙漠，第十赛段。
比赛路程：124公里。
比赛线路：民勤县东大街-S235-民湖公路-S235-沙

漠公路。
赛段看点：环湖赛首次进入沙漠地区进行比赛，炎热

酷暑是对选手们乃至整个赛事的考验。腾格里沙漠是中
国四大沙漠之一，它南越长城，东抵贺兰山，西至雅布赖
山。沙漠海拔1200米至1400米。“腾格里”，蒙古语意为
天，寓意茫茫流沙如漫无边际的天空，因此得名。

（记者 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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