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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瑜）6 月 26 日，一场
中雨过后，西宁的空气湿漉漉的，雨后的
北山烟雾缭绕如同仙境。“仿佛置身江南
烟雨城市，没想到高原夏季的气候这么
舒爽。”不少前来避暑的外地游客感叹。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26 日下午降水
虽告一段落，但从27日凌晨开始，西宁又
将迎来稳定性降水，量级达中雨级别，个
别站点会达到大雨，27 日白天转为小
雨。未来两天，我省各地多降水天气，局
地有短时强降水伴随雷暴。

来势汹汹，今年雨水有点多
今年入汛以后，雨水来势汹汹，我省

大部连续出现大雨，局部暴雨。25 日晚
上开始，祁连山大部及东部农业区部分
地区出现了中雨以上降水，局地达到大
雨，其中祁连24小时降水量为35.4毫米，
突破建站以来6月单日降水量历史极值，
祁连八宝镇冰沟村降水量为全省最大达
64.8 毫米。25 日 8 时到 26 日 8 时，全省
715个测站中678个测站出现降水，2个测
站出现暴雨（50毫米）以上降水，21个测
站出现大雨（25毫米）以上降水，195个测
站出现中雨（10毫米）以上降水。降水中

心处于祁连八宝镇冰沟村降水量64.8毫
米；城镇最大降水出现在祁连，降水量
35.4毫米，西宁降水量5.0毫米。

风险预警，地质灾害要提防
连续降水导致土壤含水率增加，出

现泥石流、山体滑坡的可能性加大。青
海省自然资源厅与青海省气象局联合发
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019年6
月26日20时至27日20时，西宁市、海东
市、海南州贵南县、贵德县以及黄南州同
仁县、尖扎县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为三级
（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
的可能性较高。

未来两天，受巴湖槽东移和副高东
退南压影响，我省多降水天气，其中海南
南部、黄南南部、玉树、果洛局地有短时

强降水伴随雷暴，28日8时至29日8时，
随着巴湖槽移出我省，我省北部地区受
偏西气流控制天气转好，气温回升，南部
受低涡切变影响维持降水天气。

未来三天全省天气趋势：26 日夜间
到 27 日白天，尖扎、贵南有大雨，西宁、
海东、黄南大部、海南大部、玛沁、玛多有
中雨，冷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
27日夜间到28白天，海南、果洛中部、囊
谦有中雨，乌兰、格尔木多云，省内其余
地区有小雨；28 日夜间到 29 日白天，海
南北部、海西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
雨。

西宁未来三天全省预报：28 日，小
雨，10℃至 19℃；29 日，多云转小雨，9℃
至19℃；30日，小雨，9℃至21℃。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6月26日，海东市
交警支队公布了二季度乐都、平安、民和、化
隆和互助两区三县被查获的酒驾醉驾违法
行为案例。其中民和县共查获酒驾醉驾违
法行为20起。

记者了解到，为严厉打击
酒驾醉驾违法犯罪，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以
来，海东交警部门不断加大对
酒驾醉驾违法犯罪的查处力
度，取得显著成效。这些酒驾
醉驾违法行为中多数为交警
现场查获，其中民和县共查获
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20 起，占
据该市二季度酒驾醉驾违法
行为数量的一半还多。乐都
区5例，平安区2例，互助县6
例，化隆县2例。其中平安区
的 2 例酒驾行为是因事故被
交警查获的，一起是车辆相
撞，其中一方酒驾；一起是驾
车进入小区后撞到基础设施
和保安发生口角被查获的。

海东交警称，凡醉酒驾驶
的，已立案侦查或已移送检察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酒后驾
车的，已分别给予记12分、罚
款2000元的处罚。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今年6月以来，西宁地区
总是雨水不断，以至于市民常调侃“西宁的天是漏了
吗？”。6 月份的雨是不是太多了？这算不算反常？
针对这些问题，6月26日，记者采访了西宁市气象台
预报员周琴。

“大家觉得雨水不断，主要是由于降水天气过程
较多。例如，6月24日至6月26日，西宁每天都会下
雨。”周琴说，俗话有“五月不愁雨，六月不愁阳（指农
历）”，进入6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抬，向
高原输送西南暖湿气流，给西宁带来充沛的水汽。
而此时偏偏冷空气还“余勇可贾”，就形成了西宁6月
雨天绵绵不绝的“梅雨天”。周琴介绍，今年6月份，
到26日为止（包含26日），西宁总降水日数为15天。
而去年6月份，西宁的总降水日也不少，一月之内西
宁的总降水日数也达到了13天。雨水绵绵，虽然对
市民出行有一定的影响，但对改善生态环境和空气
质量和作物生长、林业灌溉有很大帮助。

那么，未来西宁的天气会怎么样呢？是否还有
较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市气象台预计，西宁地区
26 日夜间～27 日白天中雨转小雨，部分地区大雨。
27日开始西宁的降水将逐渐减弱，27日夜间～28日
白天西宁地区小雨转阵雨。

本报讯（记者 王紫）6月26日，省心脑血管病专
科医院重症监护室收治的一名48岁的患者，因心脏
疾病手术急需 O 型 RH 阴性血，即俗称的“熊猫
血”。因此，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和患者的儿子恳
请O型RH阴性血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手，速到
省血液中心各采血点献血。

记者了解到，这名患者目前重度心衰。到省心
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后，患者出现心源性休克，在重症
监护室接受综合治疗，病情得到初步控制。但如果
不手术解决原发疾病，患者随时面临死亡。患者手
术急需O型RH阴性血即俗称的“熊猫血”，有了这
种血液才能做手术。如果血液及时供应不上的话，
患者就失去做手术的机会了。目前有一些爱心市民
积极献血，但却因为血型不合，没有献成。患者的儿
子小王恳请O型RH阴性血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小王联系电话：15500676077。

本报讯（实习记者 王娜）“半个小时都等不来一
辆106路公交车，到底是怎么回事？”6月25日，西宁
市民张女士向本报热线反映，106路公交车车次太
少，候车时间太长，总是耽误上班上学，希望西宁市公
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能增加车次，减少等候时间。

张女士家住城西区学府巷附近，原本她可以直
接乘坐106路公交车到单位门口，但因为该路公交
车难等，只能乘坐其他的公交车再转车，很耽误时
间。“只要错过了一班车，下一辆要等半个小时都是
常事儿，好多人等不到，只好坐其他公交车转乘。”张
女士说。

据了解，106路公交车是由城西区桃李小学至城
东区小寨东，共41个站点，通过学校、医院、广场、火
车站等人口密集的地方。

根据张女士反映的情况，6月25日上午，记者来
到 106 路公交车途经的民和路桥东公交站进行体
验。记者从9时10分左右开始候车，在等候期间，通
过西宁掌上公交APP发现，在106路公交车还有两
站到达终点时，始发站还没有车辆发车。9时48分，
一辆 106 路公交车进站，候车时间大约为 38 分钟。
采访中，很多市民也向记者反映该路公交车难等的
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公交车车次少的原因，如果是
的话，能否增加车次？”市民谢女士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西宁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就市民反映的情况向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反
馈。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下半年有购车计划，等
车辆到位后，会根据情况适时增加106路运力。目
前，西宁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车辆配备不足，
没有车辆进行调配，只能调整一下发车时间，尽量减
少市民等车的时间。

6月25日，记者在我市水井巷北口看到，在这条仅供行人临时通行
的狭窄通道内一些商贩竟公然就地摆起了小摊，占据了一半的通道，严
重影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 严进芳 摄

本报讯（记者 一丁）路段突发泥石流，
数台车辆被困现场无法通行，最终在路政执
法人员和公路养护人员近5个小时的共同努
力下，使得道路恢复通行。

据悉，6月24日13时57分，尖扎路政大
队接到群众电话，称化隆县雄先乡万家村，
省道 S306 官哈线段（原 S307 川哈线）突然
发生泥石流，现场有车辆滞留，希望路政大
队执法人员紧急救援。接到求助电话后，
尖扎路政大队执法人员立即奔赴现场，并
将路况信息赶紧告知交警及养护部门，请
其立即派出人员、机械赶往现场进行处
理，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公路通行。到
达现场后，大队执法人员发现，现场滞留车
辆较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随即，执法
人员立即在泥石流路段设置警示标志，指
挥交通，疏导车辆行人为养护施工机械提
供进入通道，并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封闭道
路。

最终在道路养护部门的迅速作业下，经
过近5个小时的清理，泥石流清理完毕，道路
恢复正常通行。

预警！未来两天雨水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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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
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新闻。同时，晚
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评论功能，这里有10多万粉丝正在
与您交朋友，一起畅评新闻事件，今日的热点是：雨停
了？西宁未来两天雨水来势汹汹。

6月，西宁为何雨水不断？

市民急盼
106路公交车增加车次

紧急求助！
重症患者急需“熊猫血”

突发泥石流
路政出动保畅通

交警公布35起
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近日,在第二十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
易洽谈会暨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中
国银行青海省分行行长胡文勇受邀做主题演讲，他
指出，近年来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积极担当社会责
任，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完善机制、产品
创新、优化金融服务等举措，全力支持省内民营企业
实现新发展。

据了解，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截至2019年5月
末，投放民营企业贷款14.62亿元，占全部公司贷款
的17.37%。主要分布在采矿及新材料制造、钾肥制
造等领域，并就高原特色产业、新材料、基础设施、文
化旅游等领域建立民营企业白名单机制，以点带面
全面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高度重视民营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通过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完善绩效考核导
向、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及二级机构普惠金融服务
中心、基础服务网点等措施，不断夯实民营、小微企
业服务体系建设，使得民营及小微企业贷款申请能
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理。同时，为打造贷款审批快捷
高效机制，审批端及时介入，贷前调查与尽责审查平

行作业，压缩授信业务审批时间，真正实现“信贷工
厂”流水线。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发挥集团优势，利用国际
化平台，积极开展跨境撮合，助力民营企业“走出
去”。2018年，借助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契机，
带领省内27家民营企业参加展商客商供需对接会，
现场进行“一对一”洽谈100余轮次，帮助多家省内
企业完成与海外展商的业务合作。

高度重视与民营小微企业零距离接触，参加海
南州、海北州等地区举办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暨政
银企对接会，对接我省高原特色农业、畜牧养殖业等
小微企业客户，服务企业60余家，达成5.42亿元贷
款意向。与青海省中小企业局、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和生产力促进中心、西宁市工商联等举办培训对接
会8场，现场对接小微民营企业150余家。

2018年以来，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按照监管部
门及总行工作要求，不断调整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利
率，持续减轻小微企业融资成本。2019年5月末，该
行通过减免金融服务费及降低贷款利率，减少省内
多家民营企业融资成本2811.84万元。

青海中行精准专业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