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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火热的8月，全国各
地桑拿天，唯有夏都西宁才是避暑胜地！为
看一场湟鱼洄游、天空之镜、西宁第二届美食
节、门源油菜花节……大家纷纷慕名来到大
美青海、夏都西宁。景区火爆、餐饮火爆、酒
店爆满，西宁成了全国游客向往的旅游胜
地。据携程旅游数据显示，今年7月以来前
往西宁的五大客源地分别是西安、郑州、重
庆、成都和兰州。

五大城市游客爱上夏都西宁
记者从携程网了解到，今年7月至今通过

平台报名跟团游、自由行产品前往青海的游客
人数同比上升了20%。哪些城市的游客更爱前
往青海旅游？今年7月以来前往西宁的五大客
源城市分别是西安、郑州、重庆、成都和兰州。

人气景区前五名分别是茶卡盐湖、青海
湖二郎剑景区、青海湖、日月山、卓尔山。今
年7月至9月，携程平台上飞往青海的机票预
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

大美青海旅游异常火爆
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叫湟鱼洄游，近年来，

由于广泛宣传，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旅
——青海湟鱼洄游不断引发了全国旅游热
潮。让青海旅游知名度更上一层楼，来青海
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呈现明显增长态势，
同时也带动了住宿、餐饮等消费市场的发
展。近日，记者走访我市各大宾馆发现，各宾
馆每日客房入住率已经达到98%以上，而相
比较旅游淡季，各大酒店的房价也有所上涨，
价格提升至少20%。

美食大赛让游客更舒心
一场旅行怎能少了美食的诱惑？近日，海

湖新区异常火爆，万达、唐道637的商业街区一
到晚上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火锅、炒菜、烧烤、
料理、特色小吃应有尽有，不但如此，星巴克、各
式西餐店等时尚消费在这里也应有尽有。

在唐道637广场举办的西宁美食大赛聚
集了各类青海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的诱

人美食让外地游客激动不已。北京游客李先
生一路上饱览了青海的壮美风光，又遇上了美
食节，他将狗浇尿、酿皮、烤羊排都尝遍了，他
说，西宁是个美丽又凉爽的城市，这座城市充
满了朴实和包容，外地吃不到的美食在这里都
能品尝到，他们非常喜欢西宁，明年还要来。

茶卡盐湖领跑全省景区
青海湖、塔尔寺、门源油菜花海、坎布拉

奇峰……青海的壮美景观怎么看也看不完，
今年到茶卡盐湖和青海湖旅游的人数最多。
来茶卡盐湖旅游的何先生是来自陕西的自驾
游爱好者，他陪女朋友专程到茶卡盐湖来拍
照片，白天与夜晚、晴天与阴天，无论任何时
候茶卡盐湖都有着不同的景致。据茶卡盐湖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截至8月7日，茶卡盐湖
景区接待游客约 190 万人次。根据统计，自
驾车游客占到景区游客的七成以上。自驾车
游客中，来自甘肃、陕西、四川、河南省的游客
排在了前四位。

夏日来西宁五大客源地出炉

8月7日，为帮助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省残联联合市残联为残疾人
朋友提供了一个相亲平台，现场有50多名来自我市四区三县及海东市的残疾人朋友
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游戏互动、才艺展示等环节，深受残疾朋友的喜
爱，圆了大家的幸福生活梦。 刘蕊 摄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互助县公安
局哈拉直沟派出所查处一起妯娌在微信
群相互对骂的侮辱他人案件，这妯娌俩的
行为因触犯法律，双双被行政拘留。

据了解，7月29日11时许，互助县哈拉
直沟乡某村村民张某某以陈某某（二人系妯
娌关系）晒在自家门前巷道内水泥地坪上的
胶木板影响走路为由，在有群成员368人的

“某村妇女”微信群中发了一段有关晒胶木
板的小视频。陈某某在微信群中看到张某某
发的小视频后，便发送语音信息辱骂张某
某，继而陈某某、张某某相互用污言秽语对
骂，被群主发现后将二人踢出该微信群。随
后，二人又在有群成员255人的“某村村民”
微信群继续相互辱骂。期间，张某某辱骂陈
某某与本村村民朱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
二人又被群主踢出该微信群。当日14时许，
朱某得知微信群内有关情况后，在本村村委
会办公室门前质问张某某时二人发生争吵，

朱某在张某某的脸部拍打了一巴掌。7月30
日，派出所接到朱某报警后，迅速开展调查
并固定相关证据，查清了案件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互助县公安局依法分别给
予张某某、陈某某行政拘留十日之处罚。
鉴于朱某殴打他人的行为情节特别轻微，
决定对朱某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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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两妯娌在微信群相互对
骂，结果双双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 施翔）8月7日，记者从省公安
厅宣传处获悉，日前，我省警方发布悬赏通告，
悬赏10万元征集17年前命案线索。

据介绍，2002年7月23日，青海省海西州
都兰县热水乡赛什堂村四社草场发现一具尸
体。经警方调查，死者谢某生前从事个体出租
营运。受害人谢某于2002年7月21日被他人雇
车前往都兰县途中，被以钝器多次击打头部，
锐器多次刺伤背部，造成心肺破裂、颅脑严重
损伤，失血性休克死亡。案发后，谢某尸体被
抛至国道 109 线 2410KM+200M 处，其经营的
出租车 （黑色桑塔纳，车牌号为青 H53721）
被抛至青海省湟源县公路段一仓库院内。

根据悬赏通告，该命案犯罪嫌疑人甲体貌特
征：方脸，身高160cm左右，肤色较黑，体型较胖，
平头，大眼睛，双眼皮，鼻子较挺，操“川普”口音；犯
罪嫌疑人乙体貌特征：圆脸，身高170cm以上，肤
色较白。为全力侦破此案，警方向社会公开征集
犯罪线索，希望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对于
提供重要线索、破获案件者，将给予10万元人民币
的奖励，并为其严格保密。同时敦促犯罪嫌疑人
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联系方式：海西州都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09778232579，李 警 官 15897078815，桑 警 官
15009775188。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蕊）在书店当你打开一
本书时，书页间却粘着一块口香糖，新新的书上
油渍麻花还散发着食物残留的味道……暑期的
西宁各大书店很“受伤”，撕破污损、乱折乱放等
不文明阅读大煞了美好的风景。

图书到处乱放找不到“家”
暑假期间，我市各书店里阅读、学习的市民

多了起来。阅读，成为我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然而，在这良好的阅读氛围里，没有“衣服”
穿、“缺胳膊少腿”、“满身污痕”等破损的图书却
煞了风景。8月5日上午10时，大十字新华书店
已有不少读者在书店内看书学习，记者在一楼
看到管理员手里拿着多本图书在进行归类上架，
不远处还有几车图书等待着被归类。管理员告诉
记者，假期书店增加了很多读者，周末人流量能达
到4000多人，平时人流量都在1000人左右。随着
借阅人群的增多，各类图书也被放得到处都是，像
文学类图书跑到外语类书架上、在某个书架底下
摸出一本漫画书等情况时有发生，管理员无奈地
说：“每天光是让这些图书回到原来的位置就要花
很大的功夫，基本没有闲的时候，希望读者能在阅
读完后将图书归回原位。”

图书破损成儿童读物“重灾区”
此外，记者发现很多热门书籍以及漫画类书籍

有折页、掉页、没有封面等不同程度的损坏。书
店经理告诉记者，每到节假日及学生假期时，书
店人流量骤增，图书的损坏情况也变得严重，尤
其是儿童读物区成为“重灾区”。“像自行撕开塑
封书籍的塑料膜、随意将书扔在地上等行为都是
较轻的，很多孩子在书店一坐便是一整天，经常
会偷偷带着吃的来书店，有的孩子不自觉，把吃
完的食品包装袋夹到书里，整本书就被油渍给污
染了；还有的孩子将嚼过的口香糖粘在书与书之
间或者夹到书页里；还有制作精美的贴画书、手
工书，管理员稍不注意，有的孩子就会把书里的
贴画撕下来随意贴在书架上、书的封面上。因为
假期看书的孩子多，管理员虽然时时刻刻“盯”
着，但还是防不胜防。”据介绍，去年一年，书店
单儿童读物破损的就有近3万册，这些破损的图
书自然不能再放到书架上供人阅读出售了，破损
严重的，出版社也不会回收，很多书就报废了。

工作人员：文明阅读亟待提高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书城、书店发现，这些书店

或多或少都存在图书破损等情况。书店工作人员
倡议，从目前阅读状况来看，文明阅读程度还需进
一步提高，营造一个和谐的阅读环境需要读者和
书店共同努力，善待每一本书，让自己的文明行为
与这个承载“文明”的环境相得益彰。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8月7日下午，
一轿车在湟中县塔尔寺附近接受交警检
查时冲卡，被第二个路口的交警拦住。下
车后男子无法出示驾驶证，并满嘴酒味。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交警在对该男子进行
初步检查后发现，该男子是无证驾驶，而
且是酒后驾驶。对于这两样交通违法行
为该男子当场承认。

8月7日下午，湟中交警大队鲁沙尔中
队民警在塔尔寺景区附近执勤时，一辆轿
车不接受检查冲卡逃离。中队长李援立
即安排民警和协警前往第二个路口拦
截。记者在现场看到，男子被拦停后，交

警让其出示驾驶证、行车证等，男子只拿
出行车证，并承认自己无证。随后，执勤
民警脱下警帽，让其在帽子内吐气。“能闻
到酒味，酒驾无疑。”执勤民警立即询问男
子是否酒驾，男子当场承认自己中午喝了
一瓶啤酒。

随后，民警呼叫湟中交警大队机动中
队到达现场，机动中队民警立即对男子进
行酒驾测试，但男子因为紧张无法现场完
成酒驾测试的吹气，被机动中队带离现
场，带往医院进行血液检测。

目前，该男子的具体违法行为还要待
血液检测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

本报讯（记者 芳旭）近日，西宁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向自主缴存人员发放了一笔贷款期
限为5年、贷款金额为26万元的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这是我市首位以自主缴存身份获得住
房公积金贷款支持的职工，标志着我市住房公
积金制度红利已开始惠及广大自主缴存人群。

四类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
近日，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向自主缴

存人员范女士发放了一笔贷款期限为5年、贷
款金额为26万元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由
此范女士成为了我市首位以自主缴存身份获
得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的对象。

据了解，为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
面，去年11月，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了

《西宁市自主缴存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
办法（试行）》。《办法》规定：凡符合规定年龄的，
有较稳定收入来源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进城务工人员和大学
生四类群体，在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办
理住房公积金缴存开户登记，并正常缴存住房公
积金六个月(含六个月)后,符合《西宁市住房公积
金贷款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购买自住住房,可
按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圆了人们的住房梦
早在去年 12 月，从业于一家民营企业的

范女士，计划购买第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购
房是好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自己的单位
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购房只能通过商业按揭
贷款来解决，可高额的贷款利率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就在范女士细细盘算的时候，了解到
西宁市将四类人群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
范围的好消息。于是第一时间通过手机成功
办理了自主缴存业务，月缴存额 4592 元。通
过半年的正常缴存，范女士如愿申请到了相对
商业贷款具有低息优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本报讯（记者 王紫）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我省第19批援助布隆迪医疗队近日
成功抢救布隆迪4名严重车祸患者。

近日，布隆迪4名严重车祸患者被送至穆
邦达综合医院，我省援助布隆迪驻穆邦达点的
医疗队员立即展开紧急抢救。这4名患者中，
有3名患者四肢及头面部多处撕裂伤，2例合
并鼻部贯通伤并出血严重；另外1名患者处于
昏迷状态，其头部有创伤伴有头皮血肿，头颅
后部正中三分之一处颅骨内陷，情况十分危
急。面对这一突发事故，我省援助布隆迪医疗
队员沉着冷静，配合默契，克服体力不支、停电
等多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抢救工作。我省援
助布隆迪医疗队员通过清创缝合、输血处理、
超声排查、抗休克等处理措施，使4名患者转
危为安。我省援助布隆迪医疗队员以精湛的
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挽救了布隆迪患者的生
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得到
布隆迪患者和家属的高度赞扬，巩固了中布双
方友谊桥梁。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我市首笔自主缴存公积金贷款成功发放我市首笔自主缴存公积金贷款成功发放

我省援布医疗队抢救4名车祸患者

妯娌微信群里对骂双双被拘妯娌微信群里对骂双双被拘

男子冲卡原来是无证酒驾男子冲卡原来是无证酒驾

不文明阅读让图书很受伤不文明阅读让图书很受伤

警方悬赏警方悬赏1010万元征万元征
集集1717年前命案线索年前命案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