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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瑜 通讯员 刘璐）青海省
青南牧区出现多次降雪天气过程，降雪面积
广、降雪量大，导致形成大面积的积雪，由于长
期受低温天气影响，积雪融化缓慢。2 月 19
日，省气象局启动雪灾Ⅲ级救灾应急响应命
令，全力应对青南雪灾。

根据卫星遥感监测，积雪主要分布在玉
树市、杂多、称多、治多、曲麻莱、玛沁、
玛多等县市，积雪面积已超过总行政区域面
积的 70%，积雪深度平均达到 10 至 15 厘米，
持续时间长，已造成较为严重的雪灾。

针对青南地区雪灾发展趋势和受灾情

况，青海省减灾委员会、青海省应急管理厅
于 2 月 18 日启动Ⅲ级救灾应急响应。19 日，
青海省气象局启动雪灾Ⅲ级救灾应急响应命
令，要求相关单位立即进入应急响应，做好
应急服务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
度，上报最新灾情信息和气象服务情况；要
加强天气会商研判，省气象台负责指导玉树
州、果洛州气象台天气预报，青南地区气象
台站要加强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及跟踪服
务，及时提供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向各
级政府进行汇报，充分发挥气象信息员的作
用，及时传递预警信息，收集上报雪灾灾情。

全省未来三天天气趋势：20日夜间到21
日白天，西宁市、大通、民和、互助、化
隆、门源、海晏、同仁、泽库、河南、玛
沁、甘德、达日、玛多有小雪，省内其余地
区多云或晴。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全省各
地多云或晴；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大柴旦
有中雪，海南、果洛大部、玉树大部、格尔
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雪。

西宁市未来三天天气预报：22日，晴转
多云，零下8℃至7℃；23日阴转小雪，零下
7℃至 3℃；24 日，小雪转多云，零下 6℃至
6℃。

我省启动雪灾Ⅲ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 摄影报道）日
前，记者从青海省地质调查院获悉，该院
承担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

“青海玉树囊谦县地质遗迹详细调查示
范”项目，在玉树州囊谦县城以西香龙沟
一带发现了一处面积约为 100 平方公里，
集美学观赏和科学价值于一体的地质遗
迹集中区。

据了解，该地质遗迹集中区面积约为
100 平方公里，整体处于青海省“十三五”
旅游规划三江源旅游板块中，属于囊谦县

“神奇的达那河谷之旅”旅游线路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地质遗迹集中区距离县城香达
镇约为 25 公里，县级公路北东向横贯全
区，交通较为便利。区内地质遗迹景观资
源丰富，人文和自然景观独特，且处于三江
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具有很好的开发
利用前景。

据省地质调查院负责该项目的工作
人员介绍，经过调查，该地质遗迹集中区
内新发现各类地质遗迹景观近 30 处，归
属《地质遗迹调查规范》中的 2 大类 5 类 7
亚类，其中核心地质遗迹景观以高山峡谷
和高寒岩溶地貌为主，水体地貌为辅。区
内拥有青藏高原少见的峡谷丛林景观，发

育规模不等的 10 余条峡谷，峡谷内地势
险峻，地形奇特，谷中有谷，峡中有峡，是
重要的国家级地质遗迹资源。峡谷两侧
大面积出露的石炭纪杂多群海相石灰岩
在青藏高原隆升和寒冻机械风化、重力等
作用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寒岩溶
景观，它最大特点在于溶蚀作用较弱，岩
溶高山发育。不仅如此，另外个体岩溶地
貌有石林式石芽、峰林式残林、孤峰、孤立
岩柱、小型洞穴和穿洞等特色景观。是横
断山脉与唐古拉山脉过渡地带鲜有的发
育最完整的高寒岩溶地质景观，对研究青
藏高原地壳运动、气候演化和地质构造历
史有重要的地学意义。

本次发现的地质遗迹集中区内的地质
遗迹景观资源独特且类型丰富多样，具有
很高的美学和科学价值。同时，在三江源地
区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后期开发利
用前景巨大，目前已向当地政府提出保护与
利用建议。贯穿着香龙沟古朴而典雅的石
刻壁画、优美的高原风光，可以打造成我省
最南端以“高寒岩溶和高山峡谷”为特色的
地质公园或旅游、科普、科考探险于一体的
综合性景区。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据中国地震
台网正式测定，2019年2月20日11时
40分（北京时间），在青海省海西州德
令哈市（北纬 38.45 度，东经 97.37 度）
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

地震发生后，青海省地震局立即
启动地震应急Ⅳ级响应，迅速电话了
解震区相关情况，应急值班人员按照
预案开展相关应急处置工作。此次地
震震中距天峻县苏里乡约60公里，距
德令哈市约 120 公里，距天峻县城约
200公里。据了解，德令哈市区部分有
感。

据海西州地震局报告，目前德令
哈市区及各乡镇尚无发生人员伤亡情
况，市区供电、供水正常，怀头他拉、黑
石山两座水库安全运行状况良好，市
民生活工作秩序正常，社会治安稳
定。截至记者发稿前，海西州地震局
及德令哈市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
赴震中进一步了解情况。

本报讯（记者 王琼）2 月 19 日，记者从
省民政厅获悉，为加快建立青海省婚姻管
理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促进家庭
和谐稳定，根据国家发改委、民政部通知
要求和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统一
部署，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等
28 家部门联合签署印发 《青海省对婚姻登
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对四类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实施
联合惩戒。

四类婚姻登记严重失信情况主要指：
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证件、
户口簿、无配偶证明及其他证件、证明材
料的；作无配偶、无直系亲属关系、无三
代以内旁系血亲等虚假声明的；故意隐瞒
对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状况，严重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其他严
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和 《婚
姻登记条例》行为的。

上述四类行为当事人信息将在“信用
中国 （青海） ”网站向社会公布。被列入
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名单后，将受到有关部
门十五项惩戒措施，包括限制招录 （聘）
为国家公职人员，限制登记为事业单位法
定代表人，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依法追
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等。

本报讯（记者 得舟）记者连日来经
在我市一些大中型酒店饭店、超市商
场、酒吧、网咖等服务行业调查了解
到，因这些营业场所春节期间用工需
求旺盛且多愿意“按日（甚至计时）支
付劳动报酬”，很受大学生青睐，成为
省内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及各职
业院校大学生寒假勤工俭学的主要去
处。

2月16日晚,市内大小饭店亲朋聚
餐高峰时节，来自青海大学某学院的
大二女生小芳（化名）正在我市小桥十
字某酒店一包间等客人点菜、给客人
上菜……忙得不亦乐乎。忙碌的间
隙，面对记者刨根问底式的提问，不愿
透露姓名的小芳说她是和同班的一名
女同学结伴来这家酒店打工的，这样
相互能有个照应。小芳说她和同学都
是甘肃籍学生，两人春节前就在这家
酒店干了十多天，应酒店经理要求结
伴回甘肃老家仅跟父母家人过了个除
夕、大年初一就又结伴回西宁这家酒
店上班了。小芳说，酒店管吃管住、工
钱当日清，挺好的。她说去年暑假她
和同学曾在一家专业对口的公司干过
近一个月，吃住须自理，最后结算时这
个扣、那个扣的，到头来也没落下几个
钱……这个寒假来酒店打工，她和同
学打算一直干到春季开学前夕再离
开。

2 月 17 日，记者一位在我市五四
大街附近跟人合伙开火吧的朋友告诉
记者，春节前后是火吧服务人员最缺
的时候，今年寒假幸亏有西宁两所职
校厨艺、酒店专业的在校生来打工，救
了火吧厨师、服务员空缺的急，另外还
有青海师大两名大二男生也来火吧打
工……学生们虽然多是独生子女，但
都挺能吃苦也挺懂事的，知道借寒假
打工给父母减轻点经济压力。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驾车行驶在马路
上免不了磕磕碰碰，可对于事后的维修问
题，却成了不少车主头疼的事。日前，市
民马先生就因为在购车买保险时没有自主
选择维修点，当车辆出事故后，对由保险
公司指定的维修点维修出的车辆大为不
满，从而引起了纠纷。

马先生告诉记者，2017 年 12 月他在某
4S店花费近16万元购买了一辆轿车。该车
在2018年12月20日发生了事故，因为马先
生对该车买有保险，车辆的维修费用由保
险公司全部理赔。但由于马先生在购买保
险时没有自主选择维修点，保险公司就让
马先生到指定的维修点进行维修。今年 1
月 5 日，马先生在提车时却发现车辆的漆
面与工作台并没有维修完善，对此他大为
不满。随后，马先生前往 4S 店进行咨询，
想进行重新维修，4S 店表示，如果要重新
维修需要将维修店维修的配件全部换掉，
维修费用为 3 万多元。对此保险公司表
示，只进行一次赔付，如果马先生要重新
维修，需要自己承担全部费用。

马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合理，于是
投诉至东川消协。经过调查确定，该维修
点确实对马先生的车辆没有维修完善。东
川消协的工作人员多次组织保险公司与维
修方进行协商。最终决定由维修方以94000
元的价格收购马先生的事故车辆，同时由
保险公司承担车辆的维修费用。对此，东
川消协的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在购买车
辆保险时，最好指定 4S 店进行车辆维修，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本报讯（记者 一丁 王瑞欣）记者 2
月19日从省消费者协会获悉，随着今年
元旦、春节假期的结束，装修房屋和预付
式消费投诉成为两节期间消费者投诉的
热点。

据悉，在今年元旦、春节期间，全省
各级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
313 件，解决 309 件，解决率为 98.7%，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7 万余元。据投
诉统计分析，“两节”期间消费者投诉较
多集中于房屋装修及生活、社会服务类，
主要涉及餐饮服务、美容美发服务、全屋
装修以及定制家具方面。如：餐馆“优
惠”套餐并不“优惠”、充值会员卡后限制
消费或经营者关门；装修公司未能按照
合同约定及时交工、定制家具问题频发

等。
为此，省消费者协会再次提醒广大

消费者要提高合理消费意识，加强识别
消费陷阱的防范能力，要做到“三细”。
一要细看合同条款再签字，无论房屋装
修还是定制家具都要仔细约定合同条
款，并详细阅读后再签字；二要细问套餐
规则后再办理，在办理任何“优惠”套餐
时，都要向服务人员详细询问套餐内容、
价格、使用规则以及期限等关键信息，必
要时可通过文字方式予以确认；三要细
想充值价格再交款，任何形式的会员卡
充值时，都要再三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
对于大量金额充值时，更要谨慎询问清
楚，多方考量后再交款，并保存好相关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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