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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通道变成了棋牌娱乐室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 摄影报道） 导，现场气氛一派热闹。可就在离麻将桌十
无论是地下通道还是街心花园，连日来，一 米远的位置，旁边十一中的中学生和南山路
些市民将麻将桌搬到了这些公共区域，公然 小学的几名小学生坐在椅子上吃饭、看书学
支起桌子打起了麻将，不仅影响道路通行，
还拉低了城市的文明形象。

习，两个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共场所
如此公然打麻将、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仅
影响市容，
而且使文明城市形象受损。

25 人地下通道口摆桌打麻将
5 月 14 日 17 时，记者在我市昆仑桥新
建成的地下人行通道南气象巷口看到，一群
老年人在通道的入口处竟然支起了两个桌
子打起了麻将，将地下通道当成了娱乐室。
在现场，除了桌上打麻将的 8 个人之外，旁
边围观的老年人加起来一共有 25 人，站的
站，坐的坐，期间吆喝、嬉笑声不断，抽着烟、
打着麻将，将人行通道变成了棋牌娱乐室，
路过的行人对他们的这一行为感到惊讶。
一旁正在打扫通道内卫生的清洁人员介绍，
这些人一到下午就会到这里打麻将，劝说过
但是没人听，等他们离开后地上的垃圾、烟
头一堆，非常的不文明。
街心花园成了不收钱的
“麻将馆
麻将馆”
”
5 月 15 日 13 时，在我市昆仑路与西宁
市第十一中学路口的街心花园，两桌麻将在
公园的中心花坛两侧分别摆开。树荫下，20
名老年人搬出了自己的小凳，围坐在麻将桌
前认真打着麻将，旁边的人兴致盎然围观指

图为南气象巷通道口打麻将的老年人。
图为南气象巷通道口打麻将的老年人
。

一男子为报复女友错砸他人玻璃
本报讯（记者 张永黎）和女友闹矛盾
后，贵德一男子竟对女友怀恨在心，前往女
友租住地进行恶意报复。西宁市警方通过缜
密侦查，成功抓获寻衅滋事犯罪嫌疑人孙某
（男，29 岁，贵德县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
发现自己竟然“报复”错了人。
4 月 30 日凌晨 2 时 42 分，家住西宁市人
民街某小区的刘先生家窗户玻璃被人恶意
砸坏。回想起当时事发的情景，刘先生一家
仍心有余悸。
“大半夜玻璃被砸，想想都觉得
挺害怕，谁会故意砸我家的玻璃呢？”
本报讯 （实习记者 刘蕊） 夏日的西
宁，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城市被绿色和
鲜花装点着，令人心情愉悦，市民纷纷踏
出家门开启了赏花踏青的模式。公园是最
适合居民的休闲去处，然而，晚报记者在
我市多处公园的草坪上能看到“请勿踩
踏”之类的标语。有市民对此感到疑惑：
“真搞不明白，草坪不就是让人踩的吗，干
吗不让市民进入草坪？”
目击现象：
目击现象
：这样做令小草很
“受伤
受伤”
”

接警后，西宁市人民街派出所民警立
即对此展开调查。通过调取监控，民警发
现犯罪嫌疑人砸了窗户后马上乘坐出租车
离 开 了 事 发 地 。“ 整 个 过 程 只 有 5 分 钟 。
我们经过身份确认，通过大数据分析，最
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在贵德县一带活动。”
西宁市人民街派出所副所长丁佳俊表示。
经过几天不懈的努力，9 日凌晨，人民街
派出所民警成功在贵德县抓获犯罪嫌疑人
孙某。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孙某供述了其在 4

市民疑问：
市民疑问
：草坪绿地为什么不能踩
草坪绿地为什么不能踩？
？
对于草坪上人满为患的现象，市民赵女
士认为，公园、广场场地空旷空气好，她和家
人经常来。对于不让踩踏草坪的要求，她觉
得非常好，
“草坪也是景观，如果放任不管随
意践踏，会影响草坪生长。”但也有不少市民
对此难以接受，在草坪上拍照遇到劝阻的市
民段女士疑惑地说：
“真搞不明白，草坪不就
是让人踩的吗，为什么要干预我们享受绿色

月 30 日凌晨实施报复行为的犯罪事实。
原来，30 日当晚，孙某和女友约好在西
宁市游园巷一酒吧内喝酒。期间，孙某接听
了另外一女性朋友的视频通话，女友便生气
离开了酒吧。随后，孙某多次电话联系女友
未果，遂对女友怀恨在心，便借着酒劲去了
女朋友租住的小区，实施了报复。但因不知
女友家具体位置，错将同小区的刘先生家作
为了报复对象。
日前，孙某因涉嫌故意损毁公私财物被
行政拘留 8 日。
种根系浅、生长周期慢、茎秆脆弱、存活率
低、耐踩性差，种植成本比较高。市民对草
坪进行踩踏，会造成草坪的死亡。
“在咱们西
宁培植草坪不容易，刚刚生长的草，就像是
人类的婴儿期，草坪一旦被踩踏就容易进入
恶性循环，影响整体保水能力，从而伤害其
他树木。”为了保持西宁来之不易的绿色景
观，希望市民在欣赏时只动眼不动脚，
“请勿
践踏草坪！”市林业和草原局园林技术人员
诚恳地告诫市民。

市民：草坪绿地为什么不能踩？

西宁人民公园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刚刚过去的小长假，
人民公园很多草坪都不同程度“受了伤”，
部分草坪的小草因为市民的踩踏出现了草
坪秃斑的情况。5 月 9 日下午，记者在南山
公园看到很多市民手提食物、铺一席长
毯，在路边草坪上席地而坐晒太阳、野
餐，尽管草坪上写有“请勿踩踏”标语的
牌子，但市民们熟视无睹仍享受着欢快的
午后时光。5 月 11 日，记者看到北山美丽
园的小草在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下，绿油
油地铺展开来，但仍有很多市民进入草坪
拍照，直到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才不情愿地
出来。

的权利？”市民王先生表示好不容易能享受
到绿色，这也不让进那也不让踩，那要草坪
有什么用？市民陈先生说：
“国外以及南方
城市很多地方都可以在草坪上活动，为什么
我们不能享受在草坪上休闲的乐趣？”
专家回应：
专家回应
：
冷季型草无法承受众人的踩踏
草坪、绿地为什么不能随意踩踏？记者
就此采访了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园林技术
人员，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青海的气候、
环境、土质、降水量等原因，公园、绿地种植
的草坪采用的是冷季型草种，这种观赏型草

采访中，西宁人
民公园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西
宁跻身全国文明城市后，市民的文明意识有
了显著的提高。她表示，尽管市民踩踏草坪
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更多的市民以身作则，
自发当起监督员，及时制止身边踩踏草坪的
行为。希望市民能够将这份文明意识继续
保持下去，共同营造一个干净整洁、文明和
谐的城市面貌。

办理中国银行 ETC

高速不等待 出行更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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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改变 ：市民文明
有所改变：
意识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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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里自行车道

被机动车侵占
本报讯（记者 小雨）5 月 9 日，记者在海湖
大道施工现场附近看到，新铺装的自行车道上
大量的机动车来回穿梭，而自行车几乎无路可
走。有居民反映，这条约 3 公里的自行车道已
经被机动车当成便道侵占了 2 年之久。
在海湖大道由南向北方向的施工方驻扎
的地方，记者看到，附近有一条沿河道而铺设
的约长 3 公里的自行车道，自行车道路旁有一
个明显的自行车专用道的标志，路面也喷绘有
自行车样式的图案，显示这条路不允许机动车
上路，可实际情况却是路面上尽是往返的小
轿车、小货车等机动车，让原本就不宽的道
路变得更狭窄了。“去年夏天时，这条路上人
车混行，十分拥挤。自行车道被机动车占用
行驶，自行车专用道的功能无法发挥。此
外，当遇到宁大公路堵车的时候，这条自行
车道更是车来车往，车多到还堵车呢。”附近
居民孙师傅说，虽然这条自行车道只有约 3
米的宽度，但当车辆相向而行遇上，由于另
一旁就是田地，总能让开车，这是机动车司
机们选择这里行驶的一个原因。
就此，记者采访了交警部门，据介绍，
自行车道是指马路上特定规划给骑自行车的
人的一条路，一般宽 3 米左右，自行车道为
自行车专用，禁止机动车和行人进入、借道
或占用。机动车在自行车道上行驶，属于违
反道路通行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不仅
要扣分，还要处以罚款。

小污染大处罚

我市开出顶额罚单
本报讯（记者 悠然）5 月 15 日 23 时左右，
城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
巡查中，发现门源路延长段中海河山郡工地，
拉运建筑物料车辆及商品混凝土车辆，在运输
过程中造成路面污染。为此，城北区城管局对
该工地处以五万元的顶额行政处罚，这也是全
市开出的第一张小污染大处罚的决定。
据了解，当日夜间，城北区城管局执法人
员在夜间巡查中，发现门源路延长段中海河山
郡工地（西宁中海宏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拉运建筑物料车辆及商品混凝土车辆，在运输
过程中造成路面污染，带有泥土的轮胎印迹让
原本干净整洁的马路看上去脏兮兮的。城北
区城管局执法人员见状立即上前制止了该工
地的拉运行为，并且指出该工地未严格按照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要求，
造成路面污染。随即，城北区城管局决定对该
工地处以五万元的顶额行政处罚。在现场开
出了行政告知书及行政处罚书，并要求整改及
清洗被污染路面。该工地接到处罚通知书后，
立即对被污染路面进行了清洗，5 月 16 日早
晨，
该工地的处罚金额已落实到账。
今后，城北区城管局将严格依法依规，加
大对渣土拉运工地及渣土车的管理力度，确保
大气污染整治取得良好效果。

青海中行办理省内首笔对公网银外汇结汇业务
近日，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成功办理省
内首笔对公网银外汇结汇业务，填补了企业
网银快捷结汇方面的空白，进一步促进了贸
易投资便利化，助力民营和小微企业“走出
去”，助推省内外贸经济发展。
据了解，
今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青海省分
局下发了《关于支持青海省民营和小微企业涉
外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要求银行业大力推进
电子银行渠道建设，
方便民营和小微企业通过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和自助终端等非柜台渠道
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积极响
应，
充分发挥国际结算及电子渠道业务优势，
率

先利用网络科技手段，
实现了线上跨境结汇。
该业务主要针对出口企业在汇率波动频繁的
国际市场环境下，
通过中国银行企业网银快捷
安全进行外币结汇，
替代了以往传统的人工审
核结汇模式，
让外贸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实时结
汇，
大大节省了时间，
节约了人力成本。
今后，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将做足“互联
网+”功课，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转型求
实、变革图强，为青海省企业“走出去”深化
经贸合作创造条件，为满足青海省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拓宽渠道，为青海省经济建设注入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