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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国务院
令第559号），对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进行第二
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征求意见的主要事项
与园区环境保护工作及环境问题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二、跟踪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

见表获取方式
网 址 链 接 ：http://qhgxq.com/article/

5447fc4f2147425d830a0618620014df.htm
或 http://www.qhgkz.com/index.php?m=

content&c=index&a=show&catid=48&id=74
三、园区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

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局
环安部门
联系人：郜建军
联系电话：0971-5561120
邮箱：25479721@qq.com
四、跟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晓晶
联系电话：0971-7656259
邮箱：308508254@qq.com
通讯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共和路56号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主要为西宁市城北区，具体

见跟踪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的环境敏感目
标所涉及的个人、团体。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以下三种方式可任选一种提出意见：
1、公众意见表填好后直接交给园区管委

会或跟踪评价报告编制单位。
2、公众意见表填好后扫描或拍照形成电

子件发送至公示中所提供的电子邮箱。
3、通过电话或亲临园区管委会或跟踪评

价报告编制单位等方式反映意见，并告知您
的联系方式和具体意见。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发布之日起10日内。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近日，中国人寿青海省分公司和青海省美
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2018年“牵手国寿 共创未
来”少年儿童绘画作品展活动在西宁举办。中
国美协会员、青海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青海师
大美术系冯秀梅教授；青海美术馆办公室主任、
中国美协会员、青海省美术家协会傅永华副主
席；中国美协会员、青海省美术家协会王文龙副
秘书长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
公司副总经理郑志武及客户服务管理中心、第
一营销服务部相关领导出席了活动。

2018年的少年儿童绘画作品展活动主题为
“牵手国寿 共创未来”。8月21日，中国人寿总
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牵手国寿共创未来”
少年儿童绘画活动全国优秀作品展暨颁奖仪
式，共有 200 余幅优秀作品在河北美术学院展
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代表、美术教育专家
和媒体记者等200余人参加了优秀作品展和颁
奖仪式，我省小画家白统熙做为青海选区代表
参加了颁奖仪式。

据了解，在本年度绘画作品征集活动中，青
海省选区报名人数达578人，经青海省美术家协
会评委老师的精心评选，有5位同学的作品荣获
全国范围内青海省选区优胜作品奖、100位同学
的作品荣获青海地区优秀奖，还有位指导老师
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

中国人寿自2011年首次推出“国寿小画家”
少儿绘画系列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八届。
该活动旨在为热爱绘画艺术的小朋友们搭建一
个启迪心智、学习交流、共同进步的成长舞台，8
年来，全国累计已超过1200万人参与其中。中
国人寿将通过各种方式把凝结在图画中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传播给更多的人。

国寿开展少年儿童绘画作品展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瑜）受冷空气
影响，12月以来，全省大部地区出
现明显的降温天气，部分地区日
最低气温降幅较大，多地出现寒
潮天气，海西、海北部分地区出现
大风天气，12月5日，湟源县出现
11级暴风天气。

据青海省气候中心统计显
示，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沱沱
河、玛多、曲麻莱、班玛等地最低
气温降温幅度达到6℃以上，其中
沱沱河最低气温降温幅度高达
10℃，达到中度寒潮标准，玛多等
8站达到轻度寒潮标准。针对寒潮
天气，青海省气象台于12月2日发
布西宁、海东寒潮黄色预警信号。
12月4日，清水河名列全省最低气
温 排 行 榜 榜 首 ，日 最 低 气 温
达-26.3℃，当日，西宁日最低气温
为-12.7℃，日最高气温为1.5℃。

5 日至 7 日，新一轮冷空气接
力，由于这股冷空气来自干燥而寒
冷的北方，在没有西南暖湿气流配
合的情况下，以吹风过程为主。5日
10时，环湖地区的刚察、海晏、共和，
刮起了6级左右的西风，随后，海西、
果洛、西宁、海东等地的风速也逐渐
加大，14时18分，湟源气象站的最
大瞬时风速达到了30.0米/秒，相
当于 11 级暴风！各地气象部门相
继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省气象局数据显示，未来两

天，高原南部有短波槽过境，部分
地区有降雪出现。北部受西风带下
滑冷空气影响，气温持续走低。即
未来两天，南部小雪，北部晴冷。

全省未来三天天气趋势：5日
夜间到 6 日白天，玉树南部、班玛
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海东有5—6级西北风；6日夜间到
7 日白天，黄南南部、果洛、玉树、
同德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多云。
7日夜间到8日白天，玉树市、杂多
有中雪，治多、清水河有小雪，省
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

西宁市未来三天天气预报：7
日，多云转阴，-13℃—1℃；8 日，
多 云 ，-14℃ —0℃ ；9 日 ，
晴，-13℃—1℃。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气温持
续偏低，公众出行要注意防寒保
暖，部分地区道路可能会出现积
雪结冰，请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好
防范工作。大风天气，要关好门
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
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
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资和物品，
遮盖建筑物资；不要在广告牌、临
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停止露天
集体活动，切断户外危险电源。

据悉，随着冷空气向东、向南
的移动，此次降温天气过程将于7
日左右结束。但8日—9日会有新
一轮冷空气上线。

我省多地出现寒潮大风天气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摄影报
道） 近日，一段销售“汽油”的
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播出。通过视
频，安监部门发现该“汽油”的
储存和销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 。 经 查 处 后 发
现，该销售点的产
品不仅是掺了大量
甲 醇 的 “ 假 汽
油”，而且储存点
位于城中村的居民
区，属于非法销售
行为。安监执法人
员已对该非法窝点
进行了查封。

在连日来开展
的危险化学品专项
整治“回头看”行
动中，相关工作人
员通过网络排查发
现，一则关于“销
售汽油”的推销视
频在网上流传。经

过调查，该视频显示的位置是城
北区大堡子镇三其村的居民区。
记者随市安监局、城北区安监局
等部门，来到非法窝点看到，这
是一户门牌为“三其村698”号的

民居，有5户以上的居民在这里居
住。在一间普通的房屋内，摆放
着大量的成品油，屋内没有任何
安全措施和消防设施，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

随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
到抽样检测机构，据相关专业人
士介绍，经过对查处的“汽油”
进一步检测发现，该成品油内加
了大量的甲醇，该甲醇汽油根本
达不到车用汽油的标准。据介
绍，车主如误加了含有大量甲醇
的汽油，将会对汽车的橡胶组织
造成腐蚀，还会对汽车油路等造
成危害。同时，查处中，安监部
门对该非法储存点进行了查封，
对非法经营者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下一步，我市将加
大对危险化学品的查处力度，扩
大排查隐患范围，特别是城中
村、民宅等区域，加大摸排和查
处力度，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的
生产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如今，
在医院里走一圈，老百姓最大的
感触就是看病实在太方便了。

苏燕因肚子不适到西宁市第
二人民医院内科就诊，为确诊病
情，医生要求苏燕化验血项和大
便，苏燕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缴
费、抽血、留样检查的流程，不到20
分钟，苏燕就拿到了化验结果。同
样的情况发生在优化服务流程之
前，患者不仅要跑上跑下，还会耗
费大半天时间等待化验结果。

为方便患者就医，市第二人
民医院着力优化服务流程，通过
改造门诊大厅整体布局，实现患
者就诊“就近跑，最多跑一趟”，将
门诊挂号、取药、住院结算窗口整
合在一楼大厅，同时设立了无障
碍收费、多点收费窗口等，各窗口
间距离不超过1分钟路程，并且将
窗口一律设置成开放式，方便患
者办理手续。开设患者综合服务
中心，配备专职人员，为患者提供
病例复印、麻醉卡办理、残疾鉴定
表审核、死亡证明盖章、双向转诊
等服务。通过一站式服务，实现了

让患者少跑腿、快办事，给患者提
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在门诊各楼
层设置导诊台，提高就诊效率，主
动服务，引导患者合理选择就诊
科室和专家。为给患者提供更加
醒目准确的标识指引，将原有地
贴式地标更换成 LED 投影地标，
更加科学、合理引导门诊患者流
向与分布，并将二楼门诊诊室重
新进行规划，对内科系统、外科系
统位置进行了调整，方便患者转
诊、会诊及换药，三楼功能科进行
了布局调整，实现了超声科、检验
科、电生理科同在一层楼，同时增
扩建检验中心，设置了独立的输
血科、独立的体液检验室、留样间
等，方便患者体液留样和检查。

同时，将门诊一至三层候诊
区与就诊区分隔，既保护了就诊
患者的隐私，也保证了医生在相
对安静有序的环境下开展诊疗工
作。重新优化产科、妇科、儿科门
诊服务流程，形成独立诊疗区域，
规范了产科、妇科一体化门诊，极
大地方便了患者就诊。

本报讯（记者 王琼） 眼下西
宁天气寒冷，一名50多岁的男子
却夜宿在九眼泉风景区内四面通
风的破屋中，为了避免发生意
外，该名男子被紧急救助，送往
我市救助管理站定点医院检查救
治。

12 月 4 日，我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全天候24小时
拉网式排查过程中，于当天19时48
分，发现在我市城东区九眼泉风景
区半山腰处的一间四面通风的破

屋里，有一名男子夜宿，当时气温
已达到了-11℃，该名男子仅盖着
一床薄被，同时破屋里狭小简陋，
四周堆满了垃圾和破衣破鞋，环境
极其恶劣。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积极主动
联合公安、城管等多部门工作人
员，对该名男子实施紧急救助，护
送其前往定点医院救治。据市救助
管理站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发现该
名拾荒流浪男子夜宿在城东区九
眼泉风景区半山腰破屋里，50 多

岁，衣着褴褛，说不清楚家人情况。
自我市启动“寒冬送暖”专

项救助工作以来，西宁市救助管
理站不仅在人口密集地区设置了
临时救助站点，还加大对高架桥
下、涵洞、废弃房屋、在建工
地、城乡结合部、车站等流浪人
员易露宿区域的排查力度，实施
亲情救助，做到发现一个救助一
个，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两个绝
对”，认真履行“不让一个流浪乞
讨人员流落街头”的职责。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这
几天，孩子手里总是拿着类似

‘水晶泥’一样的玩具回家玩耍。
孩子告诉我，这是网红玩具名字
叫做‘史莱姆’，学校门口的小卖
部就可买到，价格在2元左右。而
有些家长告诉我，这类网红玩具
含有硼砂，存在安全问题。”近
日，李女士向晚报热线反映，希
望可以通过晚报了解一下“史莱
姆”是否安全！

12月5日，记者走访多家学校
附近的商店发现，这种网红玩具确
实“红”，大部分商店都在售卖“史
莱姆”，且颜色种类多样颇受学生

青睐。记者看到文具店内的“史莱
姆”，包装十分简单，透明的塑料盒
子上没有具体的商家信息，也没有
明确的产品成分，只有少数产品贴
有“切勿食用”的字样。当记者询问
玩具的安全性时，商家表示，售卖
的玩具都是安全的，不存在安全隐
患问题，里面没有添加有害成分，
十分安全。今年四年级的雯雯告诉
记者，自己买玩具时，压根不知道
玩具中含有什么物质，商家也没有
任何提醒。

那么“史莱姆”究竟是否安
全，它又包含哪些原材料？记者查
了几款标明原材料的“史莱姆”，

其中主要原料有：硼砂、香料和色
素等。青海师范大学从事化学研
究的李老师告诉记者，明确有毒
的物质是硼砂，硼砂其实是硼类
非金属化合物的统称，化学名称
是硼酸钠，是一种水溶物，有不同
形态。若皮肤长期接触容易引发
过敏性皮炎，大量服用会导致硼
砂中毒，甚至会危及性命。目前市
面上“史莱姆”的硼砂含量都比较
高，“孩子玩耍中万一不小心误
食，或是用盛过硼砂的器皿吃饭
或喝水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建议
孩子玩完后，要及时洗手，注意
手部卫生。”

我市查处一非法汽油销售窝点我市查处一非法汽油销售窝点

夜宿半山腰破屋的男子获救助夜宿半山腰破屋的男子获救助

学校门前的网红玩具安全吗学校门前的网红玩具安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