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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办理中国银行ETC，省内路段最
低可享 7 折优惠。中国银行 ETC 采用记账
卡/储值卡和银行扣款账户二卡分离模式，大
大提升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中国银行支持 ETC 车辆绑定单位对公
账户的银行,实现了单位对公账户直接支付
ETC 通行费用，方便单位实现统一结算管
理。同时，车辆办理 ETC 后，客户可以及时
掌握每辆车的行驶记录，包括高速公路入口
信息、出口信息、行驶时间、通行费金额等相

关情况，有利于企业加强车辆管理，提升管理
效率，还可获得通行费进项税额抵扣优惠（通
行费增值税率为3%）。

个人客户只要绑定中国银行 62 开头信
用卡或借记卡，通行费可直接从信用卡上透
支代扣，享最长50天免息，轻松通行，还款无
忧；也可直接从借记卡实现自动扣款，空中充
值，快速通行。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各营业
网点。

高速不等待 出行更畅快
办理中国银行ETC

本报讯（记者 啸宇）我市首条快速路——
凤凰山快速路西段（劳动路至通海路）建成试
通车后，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方便，其东段
（湟中路至劳动路）的通行更是受到广大市民
的关注。记者4月16日了解到，凤凰山快速
路东段重要工程湟中路南立交目前正在加紧
施工，随着湟中路南立交的建成，凤凰山快
速路将实现全线通车。湟中路南立交的建
设，将实现南绕城高速、凤凰山快速路与城
区以东城市道路间的交通快速转换，为区域
交通带来极大便利。

湟中路南立交位于城东区东南部，是凤
凰山快速路在终点湟中路设置的实现高速、
快速路与城市道路间的A形单喇叭立交。湟
中路南立交工程包括立交桥工程和湟中路改
扩建道路工程。记者从工程施工现场了解
到，凤凰山快速路与湟中路的交叉口为环岛
式平交口，凤凰山快速路与南绕城高速路间
的交通转换将首先进入环岛交叉口，然后通
过湟中路进入A形单喇叭立交匝道，再接入
南绕城，由此必将导致湟中路的交通流量增
大，因此湟中路南立交工程在原凤凰山快速
路线位的基础上，增加 1 条双向主匝道及 2
条单向 A、B 匝道直接接入南绕城高速路，
凤凰山快速路与湟中路形成T字形平交口。
同时，湟中路（昆仑路—凤凰山快速路）改
扩建由4车道拓宽至8车道。

据介绍，目前，湟中路南立交主匝道下
部结构、箱梁吊装已完成，桥面铺装也已基
本完成；A匝道下部结构基本完成，上部钢
箱梁开始安装即将完成；B匝道钻孔桩已完成
45根，正在加紧后续施工；湟中路改扩建已
完成。

湟中路南立交实现了南绕城高速、凤凰
山快速路和西宁城区以东城市道路间的交通
转换，大大提升了湟中路这一带的交通通行
能力。从湟中路路口向南望去，随着凤凰山
快速路自西向东延伸而建和湟中路南立交的
拔地而起，加之沿山坡而下建的苦水沟景区，
城东区东南部从原来的大园山破旧片区到南
山东路的整个片区已是旧貌换新颜，成为西
宁又一条亮丽风景线。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
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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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拔地而起 这里将大变样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 摄影报道）马路中间
的护栏被人开了一个不太起眼的缺口，随时
都会有人从这个缺口过马路。“太危险了！”
一些经常从湟中路康乐水电小区附近经过的
市民向本报反映了他们看到的这一情况，并
表示担忧。

市民李先生家住青藏铁路花园，每天上
下班都要开车从湟中路经过，而最近一段时
间，他经常看见有人从马路中间隔离栏的一
处缺口穿过，“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有从这处
缺口过马路的人，尤其早晚乘坐公交车时，
都是一群一群的人从护栏开口处过马路。”
李先生告诉记者。

按照李先生所说的地点，4 月 12 日，记
者在湟中路25路康乐终点站的位置找到了护
栏上的开口处。该开口东面是康乐水电小区
正门，西面是康乐公交车站，往北不到 200
米处是八一路与湟中路交叉口，往西
200米左右有让行人通行的斑马线。

同时记者发现，这处开口明显是被
人为拆开的，在正对小区门前的这段护
栏的连接处，连接护栏的螺丝不见踪

影，护栏落在地面上，仅能供一人穿过，而
两侧就是不时飞驰而过的车辆。附近一位商
户告诉记者，这个开口经常出现，封死了又
会被打开，但不知道究竟是谁开的。“从这
过马路的多是小区里的居民，刚好这里是公
交车站，上下车都不用绕路。”

当日15时左右，记者在护栏开口附近观
察，仅仅 5 分钟的时间内，先后有 11 个人从
这个开口穿过，路过的车辆不得不为他们减
速让行。记者发现，该路段有一定的坡度，
车辆行驶速度也相对快一些，行人从护栏开
口处通行十分危险。

这种情况引起了附近不少市民的担心，
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王女士表示，“这种情
况看着太危险了，人身安全要比多走点路重
要多了，希望有关部门彻底把这个缺口堵
上。”

本报讯（记者一丁）记者4月16日
从西宁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悉，
原本受到八一路施工影响临时绕行的
10条公交车运行路线从即日起又有新
调整。

据悉，受八一路（团结桥至博文
路口）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的影响，
从3月18日起，途径这里的2路、10
路、28路、35路、82路、86路、101路、
102 路、502 路、1002 路 10 趟公交车
临时绕行。但施工方为了方便市民
出行，在施工时实际留出了便道提
供给公交车辆通行，但从即日起，博
文路至明杏路北端的便道无法再满
足公交车通行的条件，出于安全的
考虑，西宁公交公司将重新调整 2
路、10路、28路、35路、82路、86路、
101 路、102 路、502 路、1002 路 10 条
公交车运行路线，具体如下：

●2 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博文路、夏都大街、开元路、金桥
路、昆仑东路、明杏路、八一路恢复
原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
点。

●10 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博文路、夏都大街、开元路、金汇
路恢复原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
公交站点。

●28 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博文路、夏都大街、开元路恢复
原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
点。

●35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博文路、夏都大街、民和路恢复原
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点。

●82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博文路、夏都大街、开元路恢复原
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点。

●86 路：自西向东调整为直行
夏都大街，取消德令哈路、八一路、
博文路运行路段，调整后路段停靠
沿线公交站点。

●101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湟中路、互助路、明杏路恢复原
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点。

●102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湟中路、互助路恢复原路线，调
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点。

●502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一
路、博文路、夏都大街、开元路、金桥
路、昆仑东路、明杏路、八一路恢复
原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站
点。

●1002 路：自西向东调整为八
一路、湟中路、昆仑东路、明杏路恢
复原路线，调整路段停靠沿线公交
站点。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切实维护好烟草生
产经营秩序，严厉打击涉烟刑事犯罪，城西公
安分局经侦大队于4月11日成功破获全省首
例非法经营电子烟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人。

今年1月，城西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接到青
海省烟草专卖局案件移送函，称涉案人米某
某于2017年底至今通过网络自媒体平台及实
体店宣传并销售IQOS加热不燃烧烟机及烟
弹，涉案金额达9万余元。接到报案后，警方
立即组织优势警力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走访
调查，在前期摸排、核查的基础上，于4月11
日前往西宁市胜利路商铺一举抓获正在商铺
内售卖IQOS加热不燃烧烟弹的嫌疑人米某
某，并查获“万宝路”“HEETS”“FIIT”等品牌
的IQOS加热不燃烧烟弹25条。

经审讯，嫌疑人米某某供述自己通过微
信转账、邮寄等方式从他人手中购买IQOS加
热不燃烧烟弹，通过微信朋友圈做广告的形
式，以微信收付款、邮寄等方式向微信上不特
定人群售卖，销售金额共计10.8万余元，非法
获利1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米某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深挖中。

过马路图方便竟给护栏开口过马路图方便竟给护栏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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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兰州白酒经
销商郭清虎在考
察水井巷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时，
瞬间被浓厚的党
建氛围所感染：“水井巷公司党建工作做得
这样扎实，足可以让我放心地与你们合作”，
当即签下了100万元的代理协议。近年来，
青海水井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年
轻的非公企业，探索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的发
展之路，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同频共振、互融共进。

抓主轴，形成党建工作思路。2018年 2
月，在支部召开的专题组织生活会上，党员
程杰提出：“公司在涉及一些人事安排、大项
财务开支等重大问题上执行民主集中制的

议事原则不够好”。会后党支部立即整改，
规定：凡是公司涉及资金、人事等重大问题，
必须经支部集体讨论后执行。在好的机制
保障下，公司保持了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势
头，一年来，先后前往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
等“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进行“水井巷”
品牌推广，促使越来越多的青藏特产走出省
门、走向国外。

强结合，增强企业发展力。公司支部将
党员落实“两个绝对”具体化标准作为年终考
核、评优选先的重要依据，坚持周讲评、月小
结，并与职工绩效工资挂钩，有力提升了员工

的积极性。公司
业绩明显提升，从
原来的销售产品
等待客户转变为
客户等待产品的
局面。业务单位

的同仁纷纷表示：“水井巷公司党员团队，
工作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有激情。”

重示范，融入社会和谐建设。公司先后
开展了玉树雪灾捐款、公益林植树、循化县扶
贫、与化隆县下曲家村党支部开展“企村结
对”党建联谊、为藏区学生送去学习用品等助
力扶贫和社会公益活动，通过媒体呼吁全社
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儿童健康成长，积极为
青海精准扶贫和民族团结贡献力量。2018年
8月，企业负责人陈琪被表彰为全省“退役士
兵自主就业创业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品牌”助力产业升级
——“五星级党组织”青海水井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