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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按照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五大曝光”行动统一部署，省交警总
队曝光2019年5月份突出违法车辆，本次被
曝光的7辆营运车辆均为大型车辆，7辆车的
驾驶人违法行为达33次。

记者了解到，被曝光车辆分别为，青海
青藏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车牌为青A71536的
车辆，违反禁令标志2次，逆向行驶1次。青
海旅投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车牌为青
A07952的车辆，超速行驶5次。青海青藏国
际会务中心车牌号码为青A72638的车辆，违

反禁令标志 2 次，逆向行驶 1 次。海北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号牌分别为青 C07039、青
C07031、青C07088的车辆，超速行驶10次。
西宁远东物流有限公司车牌号为青A02581
的车辆，驾驶人驾车时拨打电话4次，未系安
全带8次。

从此次曝光车辆突出违法行为来看，主
要违法行为集中在超速驾驶、违反禁令标志、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驶人未按规定
使用安全带等4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青海交警提示，安全是运输企业发展的

生命线，严格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是运输企业的法定责任。交通
运输企业务必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强化驾驶人
的安全培训教育和车辆安全检查，及时发
现和纠正交通违法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一名优秀的机动车驾驶人，要有高度的责
任感，时刻不忘交通安全，树立良好的驾
驶作风，把“安全第一”放在心上，坚决
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保障行车
安全。

7辆营运车一个月违法33次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近日，
西宁市邮政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布“2018
年西宁市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对
市民关心的我市邮政行业发展情况、通
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内容都做了公
开。统计显示，2018年我市邮政寄递服
务业务量累计完成 4330.55 万件，同比
增长15.83%；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0.34亿元，同比增长4.95%。

据介绍，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
和压力叠加的多重挑战，西宁市邮政行
业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市
邮政行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2018 年
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完成4.69亿元，
同比增长 23.13%。全年邮政行业业务
收入完成 5.96 亿元，同比增长 16.54%。
在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方面，2018年邮政
寄递服务业务量累计完成 4330.55 万
件，同比增长 15.83%；邮政寄递服务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 0.34 亿元，同比增长
4.95%。快递业务增速放缓，全年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1548.55 万件，同
比增长34.33%；快递业务收入完成3.72
亿元，同比增长23.02%。快递业务收入
在行业中占比上涨。快递业务收入占
行业总收入的比重为62.42％，比上年上
涨 3.12 个百分点。同城快递业务高速
增长。全年同城快递业务量完成448.72
万件，同比增长 50.39%；实现业务收入
0.54 亿元，同比增长 48.1%。异地快递
业务持续增长。全年异地快递业务量
完成1099.21万件，同比增长28.75%；实
现 业 务 收 入 2.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08%。年人均快递使用量6.53件，年
人均用邮支出251.18元，年人均快递支
出157.06元。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 摄影报道）
路边破旧不堪的“僵尸车”，如同“老赖”
似的霸占公共停车位，有些“僵尸车”上
还布满广告，“驻扎”在路边，影响市容市
貌。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大街小巷有多
辆“僵尸车”长期占据停车位不挪窝，还
变身为固定广告牌。

6月10日，记者在南山东路看到，一
辆车牌号为皖 S·1M×××的白色面包
车停靠在路旁，车顶和车身挂有大面积
喷绘油布，喷着“专业防水”字样的广告，
面包车残破不堪，车内外覆盖着厚厚的
灰尘，车内座椅被拆除得所剩无几，只留
有驾驶和副驾驶的位置。无独有偶，在中
南关街和湟中路，也有类似的车辆，车体破
破烂烂，轮胎干瘪，车外贴满了专业防水的
广告。记者还看到，风挡玻璃上贴着的强
制险标志，最近的时间是2016年。

“僵尸车”在这里停放了多长时间？
负责清扫南山东路的环卫工人李师傅
说：“去年，我负责该路段清扫工作时，这
辆车牌为皖S·1M×××的车就在此，车
里积了不少灰，也没有人开走。”而位于
湟中路的一家商户告诉记者，路边的“僵
尸车”已经停放有2年，2017年5月，开门
营业时就看到一辆全是防水广告的破旧
面包车停放在路旁，直到现在都无人问
津。住在中南关街的市民马先生吐槽
说：“家门口的‘僵尸车’就是一个“广告
车”，还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这样的行
为不仅不文明，还给周围住户的出行带
来不便。”

“僵尸车”的车主是不是广告商呢？
随后记者拨打车辆上的相关电话并询问
情况，当问及车辆是否属于商家时，商家
未作出解释并匆忙挂断电话。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6月12日，省交警总
队曝光了三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三名驾驶人
分别被处以记分和罚款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6月11日，有网友通过微博举
报，在北川河西路，柴达木路到门源路段青
AYRB35 号奥迪牌小型客车逆行。接到举报
后，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四大队对该车驾驶
人作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

6月10日早高峰时段，青A9V353号小型客
车在海西西路一路占对向车道超车，最后逼停
对向正常行驶的公交车，造成该路段交通堵塞，
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当日，西宁市公
安交通管理局四大队依法对青A9V353号小型
客车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对驾驶人
作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

6月9日，有网友在微博举报，青A0383E号
小型客车涉嫌故意遮挡号牌。接到举报后，西
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二大队对举报信息进行核
实。该车驾驶人对其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二大队对其作出驾驶证记 12 分，罚
款200元的处罚决定。

省交警总队提醒，每一起交通事故背后都有
一个或多个交通违法行为，正是因为这些违法行
为的存在，才会导致交通事故悲剧的发生。严格
按照道路交通规则驾驶车辆，保障自身和他人安
全，这是每个驾驶人的义务和责任。

本报讯（记者 王瑞欣）随着高考结
束，消费市场也迎来了一波小高峰。电
子产品、外出旅游、考驾照……为了让
孩子好好放松一下，家长们也纷纷送上
了一份表达心意的“礼物”。

“孩子备战高考确实很辛苦，作为
家长我们也很心疼他，所以高考完我们
就打算给他报个旅行团，让他好好放松
一下。”6月11日，市民张女士一边在我
市一家旅行社询问价格一边告诉记
者。据该旅行社的负责人介绍，自高考
结束后，外出旅行也随之火热起来，而
且不少孩子都是和同学结伴出行，父母
陪同的很少。根据旅行团报名情况来
看，泰国、越南、韩国等地最受欢迎。“高
考前我们就约定好了要一起出去旅行，
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奖励。”考生张锦
告诉记者。

除了外出旅行受到追捧外，连日来
记者走访发现，割双眼皮、文眉、文美瞳
线等微整形手术的热度也有增无减。
记者从我市多家美容院了解到，自高考
结束后，多家美容院已陆陆续续接到了
不少整形预约，且咨询微整形的学生数
量逐渐上升。其中一家美容院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假
期，都是微整形的小高峰，现在的年轻
人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其中文眉、
种植睫毛等微整形手术最受欢迎。”

“后高考经济”的催热，其实更多体
现出的是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疼爱，除了
物质消费外，不少父母也同样注重孩子
的心理健康。采访中，市民马先生向记
者坦言：“作为父母我们都了解孩子在
高考期间所承受的压力，考试结束后我
们更担心孩子的心理会有一定的落差
和迷茫，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提前预约
了心理医生进行咨询，希望通过这样的
方式能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状态面对新
的人生旅程。”

本报讯（实习记者 严进芳 通讯员 李爱菲）
近日，为执行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湟源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干警远赴重庆市巫溪县，多方查找
被执行人王某某、曾某某，最终在当地法院的协
助下，顺利完成被执行人曾某某房屋评估拍卖
的基础工作，促进了案件的执行。

据了解，2017年，被告人王某某、曾某某因
拖欠原告张某某煤款而被张某某诉至法院，经
调解达成协议由王某某、曾某某于2017年底前
一次性支付煤款本金及利息253492元。协议达
成后王某某、曾某某二人却迟迟未能支付欠款，
无奈张某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二被执行人不但未积极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给付义务，而且故意躲避法院执行，一直无法
联系。湟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将二被执行
人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并依法追加曾某某配偶
李某某为被执行人。经查，被执行人王某某、曾
某某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但被执行人李某
某有一套房屋位于重庆市巫溪县，且属于其与
被执行人曾某某夫妻共同所有，故将房屋依法
查封。

直到2018年5月，本案三名被执行人均未
自动履行给付义务，且仍然无法取得联系。无
奈之下，执行法官依据相关事实和情形，决定对
已查封的房产采取评估拍卖措施。根据房产信
息，执行局干警遂奔赴重庆市巫溪县。期间，被
执行人始终不接电话，也未露面，但执行干警仍
未放弃，精心制定执行方案。考虑到异地执行
存在诸多不便，执行干警便赶往巫溪县法院执
行局，请求派员协助执行。在当地法院执行干
警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被查封房屋所在小区物
业管理中心，终于联系到了被执行人曾某某。
在物业办公室，两地法院执行干警通过电话劝
导其近一个小时，曾某某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最终同意由其配偶李某某配合法院执
行。被执行人李某某于第二天赶到房屋所在地
打开了房门，配合执行干警做了执行笔录，并积
极协助执行干警完成了评估拍卖标的物的信息
采集等工作，为顺利执结此案奠定了基础。

依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青行终117号）的判决“撤销西宁市城东区
人民政府颁发的城东集用（证）第020104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经研究，根据《土地登记办
法》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自公告之日起撤销集体土地使用权人为青海省世全农副产
品有限公司的城东集（证）第0201040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特此公告。
西宁市城东区自然资源局

2019年6月13日

关于撤销集体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街头“僵尸车”摇身变为广告牌

跨省执行找人难

异地协助促执行

三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曝光

高考过后迎来消费小高峰

我市

年人均快递支出157.06元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娜）“小区里有
一个垃圾堆放点，半个月才清运一次，臭
味常常散发到家里来，这几天臭水都流
到路上了。”6 月 11 日，市民任女士致电
晚报热线反映，南川西路142号院内有一
个垃圾堆放点，垃圾清理总是不及时，导
致小区内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6 月 11 日 9 时，记者来到南川西路
142号院，一进小区门，就闻到一股酸臭
味。记者看到，除了各种生活垃圾外，还
有很多旧沙发、木板等杂物在此堆放，散
发出的异味着实让人无法忍受，居民经
过时纷纷捂住口鼻。不仅如此，记者走
进该小区单元楼发现，楼道里的卫生状
况也特别差。“我家就住在2号楼，窗户正

好对着垃圾堆放点，每次进出，都会经过
这个垃圾堆，臭味刺鼻，希望物业还小区
居民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空间。”居民
张大爷说。

随后，就此事记者联系到新安居物
业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小区最
晚8月份会有新的物业公司来接手。在
此之前，由于垃圾清运人员不足导致的
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物业会尽快与业
主进行协商并加派工作人员前往小区清
运垃圾，也会合理安排今后的垃圾清运
时间。此外，将会分派工作人员加强小
区内的楼道巡逻，由业主清理或承担的
家具垃圾、建筑装潢垃圾，物业会通知相
关责任人限期清理。

垃圾清运不及时垃圾清运不及时 居民苦不堪言居民苦不堪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