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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自来水用户：

为实施南山东路管网改造工程，我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3 日

9：00- 4日9：00在南山东路对DN300供水管道进行碰头施工。届时，

金科凯旋广场小区、仁和华庭小区、东川监狱、康南路部分自建民房及

周边用户将停水。

敬请广大用户做好储水准备，并注意关闭好用水设施。因停水给

您生活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望广大用户给予谅解。如需咨询

相关供水事宜，请拨打供水服务热线8112112，投诉电话8115115。我

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遇雨天及不利因素，施工将顺延）

西宁供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停水通知

今天(1月3日) 明天(1月4日) 后天(1月5日)

晴

-15℃～2℃

微风

多云转晴

-15℃～-1℃

微风

多云转阴

-13℃～-2℃

微风

西宁天气预报西宁天气预报本报讯（记者 史益竹）近日，有市民致电
晚报热线反映，上月28日，在海湖新区大润发
超市的地下停车场入口处，因前夜下雪结冰，
导致6辆私家车在进入停车场时失控撞上墙
面，但商家却迟迟没有给出一个解决办法，希
望晚报予以关注。

坡道结冰坡道结冰66车受损车受损
王女士说，2018年12月28日下午13时10

分左右，她开着车到大润发超市买东西，但在进
入停车场的下坡处，车子一下子失去了控制，刹
车不起作用，方向盘失控，车直接往下冲撞到了
墙上。而转弯处已经有3辆和她情况一样的失控
轿车，事后又有2辆私家车陆续失控撞墙。事情
发生后，他们立即联系了商场相关负责人，但负
责人却说商场不能承担全部责任。

接到市民反映后，记者当天赶到现场，发
现大润发超市地下停车场入口是智能收费系
统，没有工作人员，入口处坡道大约长20米，坡
道上还有前一夜留下的积雪和碎冰，记者从坡
道进入后发现紧接着就是一个转弯，转弯处的
墙面上还有车子撞击后的痕迹。从一辆受损的
宝马车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上记者看到，进
入坡道后车辆完全失控，随即撞在了转弯处的

墙面上。记者了解到，撞墙的先后一共6辆车。
车主和商场应协商处理车主和商场应协商处理

就此情况，记者首先采访了大润发商场负
责人汪经理，她告诉记者，事故发生后，工作人
员立即赶到现场，由于车主们已经把车开出停
车场，当时真实的情况她们不能确定，且车辆
发生追尾在先，因此不能负全部责任只愿承担
公共责任险，但在沟通的过程中与车主意见无
法统一已经报案，而车主一直未能凑齐，目前
只有等交警给出责任认定才能解决。

随后，记者采访了处理此次事故的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三大队的姜警官，他说，6位私
家车主均已到交警队报案，这次事故产生的
原因主要是停车场未能及时处理积冰，也没
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提示司机，追尾也是积冰
导致车辆失控造成的，且商场没有在坡道转
弯处安装监控，实时关注停车场发生的情况，
导致多车受损，应该由车主和商场协商处理。

在此次事件中，青海法律援助中心事务
所律师认为，双方责任认定的关键点是路面
有没有结冰，如果确实结冰，那么商场在这件
事上就有责任，但因为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
证”，所以车主们需要拿出路面结冰的证据。

停车场道路结冰6轿车撞墙

本报讯（记者 悠然）1月2日下午，南大街
一家正在试营业的火锅店，指使他人装扮成人
偶娃娃沿街散发宣传品，并且发到了身穿便衣
的城管队员手中，最终该店被罚款2000元。

当日下午，城中区城管局一位执法人员
外出办事行走至大十字邮局门前时，发现有
两个装扮的人偶娃娃在沿街散发宣传品，并
且将一张宣传品发到了这位城管队员手中，
城管队员发现，宣传品内容是一家正在试营
业的火锅店印刷的折扣活动。由于这位城管
队员身着便衣，担心执法受阻，便立即通知了

附近正在巡查的队员。身着制服的城管队员
赶到现场后，立即查扣了两名人偶手中的宣
传品，并且来到火锅店，对店内人员进行了宣
传教育。同时根据《西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该火锅店被处以了2000元的行
政处罚单。

下一步，城中区城管局将进一步加强打
击沿街散发宣传品行为，并且坚决做到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为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
环境。

本报讯（记者 悠然）为
整治湟中路与昆仑路十字
路口西北角停车乱象，城东
区城管局停车办在此处安
装了5个地桩，却被人私自
拆除，拆除地桩行为人也因
此被处以5000元罚款。

据了解，城东区城管
局为整治湟中路与昆仑路
十字路口西北角乱停车现
象，在此处安装了 5 个地

桩，防止车辆乱停乱放。
2018年12月25日，城东区
城管局停车办人员在巡查
过程中发现，之前安装的
地桩全部被人为强行拆
除，城东区城管局停车办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八一
路派出所报了案，并联系城
管数字指挥中心调取监控
视频。通过视频发现，此事
件发生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23时40分左右，经核查，
拆除地桩的为此处商铺人
员，共拆除 5 个，每个 280
元（含施工费），共计 1400
元。随后，城东区城管局
停车办与八一路派出所通
过协商，按照《西宁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
十条、五十五条规定，对拆
除地桩的商铺房东处以
5000元罚款，以示警告。

本报讯（记者 樊娅楠）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4 时
许，白雪皑皑的果洛藏族
自治州玛多县野马岭上，
520 余头藏野驴大种群集
中觅食、活动，同时还有赤
狐、狼等野生动物活动，这
一壮观画面被青海生态之
窗系统全过程记录，监测
总时长达 3 个小时。此次
藏野驴种群实时观测数量
较以往有大幅增长，这与
玛多县野马岭区域湿地草
地面积增加、野生动物保
护力度加大及栖息地环境
改善有密切关系。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青藏高原特有有
蹄类物种，体形酷似驴、马
杂交而产的骡子，因尾稍
似马尾，所以又称其为“野
马”，生活在4000米—5500
米的高寒荒漠环境中，是
高原上唯一的野生奇蹄动
物。藏野驴视觉、听觉、嗅
觉均很敏锐，尤其视、听觉
更为发达，奔跑能力强，时
速可达45公里。

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
的指向标，在我省生态立
省的总体战略中，野生动
物尤其是珍稀野生动物的
保护处于突出的地位。自
2016 年 6 月青海生态之窗

建立以来，省生态环境厅
通过青海生态之窗远程高
清实时视频监控系统 35
个已建成点位，采取自动
及人工值守方式，近距离
观测研究藏羚羊、藏野驴、
黑颈鹤、野牦牛、雪豹、青
海湖裸鲤等多种珍稀野生
动物和水生生物的典型活
动，并通过青海环保云平
台海量存储系统，不断积
累观测资料，为后续开展
相关科学应用研究、物种
种群数量评估、生态系统
多样性调查提供扎实的数
据支撑。

本报讯（记者 施翔）
2018年12月28日，记者从
市公安局获悉，自我市公安
机关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检
查整治行动以来，截至目前，
全市公安机关成功查处非法
储存危险物质案12起，查获
烟花爆竹520件，行政拘留
15人。

据了解，西宁市公安局
决定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
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期间，
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检查整
治行动，为确保专项行动的

顺利开展，西宁市公安局成
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专项行动的组织实施、协调
指导、督办检查等工作。要
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重点
排查与其他州市分界处、城
乡接合部、郊区农村的出租
屋（院）、公共墓地、早夜市、
花圈铺、小卖部；各大型租
赁仓库、各大集贸市场等易
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
地点。同时，对发现非法生
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产
品的，除了要对生产、经营

者依法予以惩处外，还要深
入追查产品来源；对查处的
非法储存案件，对经营者和
出租户都要依法处罚，构成
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据统计，2018年1月至
12 月 11 日，西宁市公安局
捣毁非法烟花爆竹储存窝
点 25 个，收缴假冒伪劣烟
花爆竹7630箱，价值124.8
万余元。抓获违法人员130
人，行政拘留 130 人，立案
侦查1起。

冬日的玉树草原早已是冰天雪地，地处
4200米海拔、有着长江源头第一高海拔隧道之
称的红土山隧道，经常发生排水管因冰冻堵塞
渗水的问题。负责修建这条隧道的中铁五局疏

通管道的工人，为了过往车辆的安全行驶，24小
时坚守在隧道里，进行养护、整修，得到过往司乘
人员的交口称赞。图为2018年12月29日工人
们在维修堵塞的排水管道。 索南措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
蕊）“这合适吗？我点的外
买竟用医用输液贴进行外
包装封口，虽然是全新的
医用输液贴，可贴在外卖
的包装上，还是让人觉得
特别膈应。”近日，家住青
藏铁路花园小区的陈先生
在点外卖时遇到了这样一
件糟心的事。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生活节奏的加快使
得外卖成为许多人的选
择，但无论是在外就餐还
是在家点外卖，食品卫生
安全都是要考虑的第一要
素。2018 年 12 月 26 日中

午，陈先生在某外卖点餐
平台上点了一份面、一份
炸鸡柳。拿到外卖后陈先
生发现，装鸡柳的包装袋
封口竟用的是医用输液
贴，这让陈先生很郁闷，他
说：“选择外卖主要是图方
便，没想到送来的东西上
粘的是医用输液贴，医用
输液贴能用在食品包装上
吗？”据此，记者联系到该
外卖商家，商家说：“因为
当时很忙，在打包装的时
候想着是全新的医用输液
贴就没在意，我们已经向
客户道歉赔款，以后不会
再出现这种问题了。”采访

中陈先生说：“就算是全新
的也不应该用于食品包
装，就跟一个全新的痰盂，
再干净再新也不能将它放
置在餐桌上当器皿是一个
道理。”

记者从西宁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处
了解到，医用输液贴是不
能用在食品包装上的。市
民用餐遇到食品卫生安全
问题时，可向全省食品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平 台 拨 打
12331投诉举报电话，向工
作人员详细说明情况，相
关工作人员就会着手查证
处理。

沿街散发宣传品火锅店被罚2000元

私拆公共设施被罚5000元

藏野驴种群数量大幅增长

130人因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被拘留

外卖包装封口竟用医用输液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