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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安安）短短5年时间我
市影院建设从2013年仅有2家发展到现
在的 20 家，5 年翻了 10 倍，覆盖四区三
县，有些地区结束了30多年没有影院的
历史，方便市民就近观影。记者日前从相
关部门获悉，城东区有2家影院，城中区5
家，城西区最多是7家，城北区2家，大通
县2家，湟源县、湟中县各1家。影厅数达
到121个，座位数量13564个，影院票房收
入有了大幅增加，连续三年票房收入突破
1亿元，极大地满足了全市广大市民的精
神文化需求。

市民追求精神文化影院消费成
为平常

“如今节假日看电影已经成为我们
一家老少休闲娱乐最频繁的选择，可供
选择的题材很多。”前来某影城观影的李
女士告诉记者。白女士说：“我比较喜欢
交通便利、周围商业配套齐全的影院，看
完电影还能吃饭、购物，我家住在东区，
以前城东区没有电影院，现在家门口就
有两个大型影院，很方便呢。”

市文广局工作人员介绍，随着社会
的发展,文化消费已成为时尚需求，市民

既有文化消费的意愿，也有文化消费的
需求，影院内的高档声光设备，让观众们
大呼过瘾的同时，商场和影院“联姻”的
经营模式，又让市民可以在观影的同时
去购物和吃饭。去影院，不再是奢侈行
为，而是变成一种日常享受。而我市影
院在这5年迅速的发展建设正是迎合了
市民这一需求。

影院设备越来越好市民上瘾

“超大屏幕，合适的空间距离，超棒
的音响效果，高档舒适的沙发座椅……
现在的电影院已经不是过去的‘大众电
影’，以前一座影院只有一块银幕，整个厅
全是冷板凳，每天安排的电影场次固定，
而现在影院可以用‘豪华’来形容，从以前
的2K到现在4K，从以前普通成像到现在
4D电影，从以前的小银幕到现在的IMAX
巨幕、球幕和激光数字放映技术，更有点播
厅、亲子厅、情侣厅、动感厅……观众的选
择越来越多，电影带给观众的感官刺激会
让观众上瘾，在影院观影已经不纯粹是看
电影，也是在享受文化氛围。”市文广局工
作人员介绍。

大学生唐玲是电影发烧友，她说：

“有些电影只有在电影院里看才有感觉，
像动作片，只有影院的画质、音效和氛围
才能将影片的精彩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在电脑上看的话，影片给人的感觉就
会打折。虽然票价是贵一点，但能感受大
画面的恢弘感我觉得很值得，也能感受科
技发达带给我们的享受。”

影片题材不断更新扩大消费群体

“观影不再是年青人的专利，越来越
多的中老年人加入观影队伍，尤其一些
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如《红海行动》、《厉害
了我的国》、《战狼》等，老少皆宜，满足多
年龄层次的观影群体，中老年人还会成
为主场。”银河影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平时有一些口碑不错的电影我都会给
父母买票，让他们在影院感受文化氛
围。”

业内人士普哇杰说：“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迅猛，2010年左右每年能够在院线
上映的影片最多也就300部，但现在每年
有近2000部左右的影视作品可以在大银
幕上与观众见面，题材丰富，涉及面广，
可供观众选择的很多，能满足大多数人
的观影需求。”

本报讯（记者 芳旭）近日，一件喜事
让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
护中心暖心极了！在12只普氏原羚幼羚
中，工作人员发现有一对竟然是“双胞
胎”，这可是保护区十多年来首次记录到
普氏原羚繁殖“双胞胎”幼羚。

首次诞下“双胞胎”普氏原羚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何玉邦介绍，2015年以来，青海湖水位
不断上升，大面积淹没了原在鸟岛的普
氏原羚救护中心草场，青海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将鸟岛的28只普氏原羚
迁至青海湖南岸保护站救护。到了今年
的7月12日至８月中旬，11只雌性普氏

原羚如期产羔，但是在跟踪监测过程中
发现多了１只幼羚，“双胞胎？”工作人员
猜测着。因为一直以来看不到哺乳的实
况，所以是否是“双胞胎”不能确定。10
月 18 日，工作人员监测到 2 只幼羚同时
由1只母羚哺乳；10月21日，工作人员成
功拍摄到１只母羚同时哺乳2只幼羚的
照片，确定了一对“双胞胎”幼羚的实际
情况。

目前普氏原羚达到2793只

何玉邦表示，普氏原羚一胎产２只
幼羚在相关资料中有记载，但缺少实况
照片证明。青海湖管理局自 2004 年成
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以来，一直从事普

氏原羚的救护和驯养繁殖工作，十多年
来，第一次繁殖“双胞胎”幼羚，这在救
护中心救护驯养繁殖历史过程中实属
罕见。

普氏原羚现栖息地只分布于青海
湖周边地区。该物种为中国“极度濒危
野生动物”，并入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8年青海
湖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野外调查工作数
据显示，目前普氏原羚达到2793只。

目前，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
生动物救护中心普氏原羚种群数量已达
到 39 只，其中成年雄性 12 只、亚成体雄
性1只，成年雌性14只、2018年繁殖幼羚
12只。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城北公安分局紧紧围绕各
类民生案件，着力在“快破大案、多破小案”上下功夫，
不断加大各类侵财案件打击力度，连续破获21起诈骗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涉案金额21万余元。

10月16 日，城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接到受害人
凌某报警称，其在城北区柴达木路某售房部因购房
补交首付款，向售房部销售顾问蔡某缴纳 7000 元房
款，后得知蔡某已被辞退发现自己被骗。接警后，办
案民警立即对案件进行调查，发现有多人被骗，且该
售房部原置业顾问蔡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期间，民
警经过大量走访调查，蹲点守候，于 10 月 24 日在城
北区莫家泉湾附近将犯罪嫌疑人蔡某抓获。经审
讯，犯罪嫌疑人蔡某对其在该售房部先后实施 21 起
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经调查，嫌疑人蔡某在柴达木路某售房部担任销
售顾问期间，以客户缴纳首付分期款的名义骗取受害
人张某、马某、凌某、陆某等人共5万余元；以购房客户
征信出问题，征信需要洗白为由骗取王某、李某、代某
等人共6万余元；还以客户退房，需缴纳违约金及贷款
代办费等为由，骗取李积某、叶某、张秀某等人共10万
余元。根据嫌疑人蔡某供述，一共诈骗21名客户，涉
案金额21万余元。

据了解，今年25岁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在大学上
学期间就迷恋上了网络赌博，开始投入几百元，时间
不长便赢得了几千元，也输掉了更多钱，毕业后到处
打工的他，还将网络赌博越玩越大。后来在柴达木路
某售房部工作期间，想方设法诈骗购房客户，将骗取
的21万余元全部用于网络赌博，被抓时蔡某已身无分
文，且还抱有赌赢的幻想。

目前，犯罪嫌疑人蔡某已被城北公安分局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本报讯（记者 李铎业）如何跨区域经营？个人所
得税纳税时限是多久？10月30日上午，国家税务总局
西宁市税务局就纳税人关心的问题，邀请我市18家重
点企业、中小企业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举行“问需求
优服务”纳税人座谈会，深入了解国地税合并后纳税人
办理涉税事项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

税务局相关人员围绕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非税
收入和社保费等最新税收政策进行了解读。纳税人
代表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就异地如何缴纳增值税
等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现场提问，税务人员一一作了解
答，当即答复并承诺，纳税人代表纷纷表示这样的座
谈会十分“解渴”。同时，提出了税务部门多进企业组
织培训财务人员，帮助企业防范税收风险的建议。

为企业排忧解难。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市税务系
统将持续深化征管体制改革、优化纳税服务、落实各
项税收优惠政策，努力把各项税收工作做得实而又
实、细而又细，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2018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单位：元/公斤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蔬菜品种

日期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青蒜苗

10月22日

0.43
0.44
1.56
1.07
0.61
1.8

10月23日

0.43
0.44
1.57
1.07
0.62
1.8

10月24日

0.4
0.46
1.57
1.2
0.61
1.9

10月25日

0.5
0.46
1.56
1.2
0.7
2

10月26日

0.5
0.45
0.9
1.2
0.7
2

10月27日

0.53
0.42
1
1.2
0.72
1.9

10月28日

0.43
0.44
1
1.2
0.71
1.9

冬季供暖期即将到来，为保障冬季供暖
用电可靠，10 月 10 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组
织配网专业人员，对城区所辖70条重要线路、
变电站和环网柜及学校、企业等重要用户设
备开展全面的特巡、测温和消缺工作。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结合辖区冬季供暖期
间用电负荷急剧上升的特点，提早制定供暖
用电应急预案，及时做好负荷预测工作，严防
电网超负荷运行。并严格做好设施设备的消

缺和检修工作，强化电网设备测温，线路特
巡，加强对重要客户设施设备的检查和监督，
做好冬季供暖期间设备设施防冻、防大风、防
污闪防护，确保不因电网设备故障造成停电。

同时，该公司还针对冬季电网高负荷
运行的特点，深入学校、社区等重要采暖
区，开展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宣传，提高广
大客户安全用电意识，为市民客户暖和过
冬做足功课。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积极保障冬季供暖用电

我市影院数量5年翻了10倍

青海湖监测到双胞胎普氏原羚青海湖监测到双胞胎普氏原羚 “销售顾问”诈骗客户21万元被抓

面对面交流帮纳税人“解渴”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近日，城北公安分局“维权
委”依法查处一起寻衅滋事案，一男子在网上公开辱骂
警察，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经调查，10月22日18时许，城北区大堡子村村民
李某在家中通过手机微信在该村警民联系群内公开辱
骂警察，派出所社区民警对其提醒后，李某反而辱骂社
区民警。10月25日，城北公安分局督察联合治安部门
将违法行为人李某传唤至分局进行询问，违法行为人李
某交代因之前自己的车辆被交警查扣，当天喝酒后看到
微信群内有警察转发打击犯罪的案件信息后，一时冲动
在微信群里辱骂警察的违法事实。

目前，城北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违法行为人李某行政拘留五
日的处罚。

男子网上辱骂警察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徐顺凯）今年以来，市
经信委准确把握信息化发展新机遇，紧
盯目标、狠抓落实，信息化投入、信息消
费规模、宽带用户发展等重点指标平稳
发展，1 至 9 月，全市信息消费规模达到
142.31 亿元，全市固定宽带用户新增
11.07万户。

据了解，今年我市信息投入稳步增
长，覆盖领域持续拓宽。全市实施信息
化和宽带西宁建设项目95项，计划总投

资43亿元，1至9月，已完成投资28.13亿
元。其中，固定宽带推进工程完成 2.22
亿元、4G无线宽带建设工程完成5.83亿
元、畅通安全网络推进工程完成 1.93 亿
元、农牧区信息化推进工程完成 0.35 亿
元；互联网+民生完成投资3.62亿元、互
联网+产业完成投资12.5亿元、互联网+
政务完成投资1.62亿元、互联网+生态完
成投资0.06亿元。1至9月，全市信息消
费 规 模 达 到 142.3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其中：通信业务收入完成18.21亿
元，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产业收入完成
37.6亿元，信息服务消费完成79亿元，信
息终端产品消费完成7.5亿元。

另外，我市宽带用户增势强劲，发展
基础不断筑牢。大容量光纤通信技术广
泛应用，宽带用户感知能力大幅提升，用
户发展迅猛。1至9月，全市固定宽带用
户新增 11.07 万户，达到 85.31 万户。其
中，城镇宽带用户新增9万户，达到77.14
万户，农村宽带用户新增2.07万户，达到
8.17 万户；光纤到户（FTTH）用户新增
11.88万户，达到72.67万户。

全市固定宽带用户达85.31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