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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单位定于2019年10月28日上
午10时整在本单位拍卖厅对位于西宁市城东
区祁连路 35 号 1 号楼 35-21 室（建筑面积：
907.93㎡）进行公开拍卖。该标的位于建筑物
的第四层，临街，地处繁华地段，商业氛围浓
厚，人流量较大，距火车站较近，适宜开宾馆、
办公、餐饮等，欢迎广大投资客商参与竞买。

预展时间 地点：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现场
竞买须知：1、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

带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资质，并缴纳竞买保证
金：壹佰万元整，方可办理竞买登记手续。2、
拍卖成交后，保证金转为佣金及成交价款，未

成交者保证金如数退还（不计息）。
联系电话：0971-8223656
13709724317冯女士 13139089169尹先生
18997184846熊女士
查询网址：
青海省拍卖行（www.qhpaimai.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https://paimai.caa123.org.cn）
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
（www.qhspx.com）
注：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青 海 省 拍 卖 行
2019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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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 摄影报道）保护
青海湖裸鲤(湟鱼)，是我们每个人的责
任！然而有些人却为了个人利益，铤而走
险，以身试法。结合全省扫黑除恶专项行
动，近日，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联
合各级部门全力出击，对贩卖湟鱼的罪
恶黑手进行严厉打击，查获案件10余起，
其中，在下南关街市场一窝点查获湟鱼
167.75公斤并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在湟
源县申中乡查获张某某偷运的901.7公斤
湟鱼。两起案件均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现已移送司法机关。

每一个查获的案件背后是人们对金
钱的欲望和贪婪。一直以来，下南关街成
了西宁人最熟悉的“湟鱼交易集散地”，
一包“黑塑料袋”、一声低沉的“湟鱼、湟
鱼”，让这里变成了西宁市最大的湟鱼交
易窝点。大小餐馆、私房菜、吃客们都知
道来这里采购湟鱼。然而，多年来，狡猾
的湟鱼贩子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
渔政工作人员“打游击”，给保护湟鱼资源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今年5月9日，省渔政管理总站接到市
民举报，称在下南关街发现有人公开贩卖
湟鱼，在渔政管理总站和森林公安的配合
下，工作人员在下南关街一处隐蔽的出租
屋内，发现了一处私藏湟鱼的黑窝点，当场
查获湟鱼167.75公斤 。犯罪嫌疑人马某军、
丁某、马某梅被当场抓获，三人因违反水产
资源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
生动物青海湖湟鱼，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犯罪
嫌疑人马某军、马某梅均已被逮捕，丁某取
保候审。

今年5月30日，李某明、李某良、李某
龙三人自带捕捞工具，到海北州刚察县哈
尔盖青海湖湖区捕捞湟鱼，他们途经315国
道时，在湟源县申中乡收费站，当地渔政和
森林公安人员从车上查获湟鱼901.7公斤。
犯罪嫌疑人李某明等人违反水产资源法

规，在禁渔区、禁渔期非法捕捞国家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青海湖裸鲤(湟鱼)，其行为
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非
法捕捞水产品罪，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明
已被逮捕。

保护湟鱼资源形势依然严峻！省渔政
管理总站负责人表示，保护湟鱼，就是保护
青海湖。从2010年至今，我省共办理刑事案
件92起，刑事拘留225人，依法判刑117人。
然而保护湟鱼的责任依然重大，全省各级
公安、工商、渔政等社会各级部门应加大配
合力度，重拳加码，形成整治打击非法捕捞
的强大合力，依法查处各类破坏湟鱼资源
的违法犯罪行为。呼吁全省渔政部门按照
属地化管理，联合各级监管部门加大巡查
密度和频次，对重点地区、人员、村社、市
场、餐厅等进行严格监管，绝不让不法分子
得逞。同时，让全社会积极参与到保护青海
湖资源的工作中来，形成政府与群众联动，
齐抓共管，才能在全社会营造出“不捕、不
贩、不食”湟鱼的良好氛围。

下南关这个湟鱼窝点被端了

“危险！”周围的群众大声呼救，城北公
安分局巡警大队巡防员陶伟一把抱住从巷
道内跑到马路上的3岁女童，此时正在行驶
的货车将陶伟撞倒在地，倒在地上的陶伟
依然将小女孩紧紧抱在怀中。

这一幕发生在2017年10月4日，家住
互助县的货车司机程某驾驶单位货车赶到
红崖村送货，途经红崖村一巷口时，突然从
巷道口跑出一个小女孩，眼看货车即将撞
向小女孩，恰巧被正在马路对面等待家人
的陶伟看到，陶伟奋不顾身抢在货车之前，
冲过去将小女孩抱在怀里闪身躲让，由于
当时车速很快，货车司机程某虽然紧急刹
车，但还是将陶伟撞倒在地，导致陶伟左脚
动弹不得，倒在地上的陶伟却没有放开怀
里的小女孩。随后，路边的村民及货车司
机将陶伟送往省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经诊
断，陶伟左脚踝骨粉碎性骨折。当年10月
9日中午，小女孩的家人和货车司机赶到巡
警大队将两面分别印有“救命之恩永生难
忘”“当百姓危急之时显公安勇士本色”的锦

旗送到巡警大队，以表他们的感激之情。
事情发生后有人问陶伟：“那么危险，

难道你就不怕么？”陶伟说：“怕，怎么不怕，
但当时如果我没救，我现在会更怕。”可谁
又知道那时候陶伟的妻子正身怀六甲，如
果悲剧真的发生，他甚至看不到自己的孩
子平安降生。陶伟对记者说：“我和妻子恋
爱三年结婚四年，七年里我从来没有陪她
逛过一次街，她想去上海而我却只能带她
去青海湖转转，我很亏欠她，但很多时候我
也很无奈，我深爱我的职业，我是人民警
察，我的职责就是保家卫国，我要对得起我
头顶的国徽。”

陶伟，敢于和死神赛跑的人民警察，在
危险面前将自己的生死抛在脑后，舍身救
人。他也为此获得西宁市第四届见义勇为
道德模范提名奖。 （实习记者 李燃）

本报讯（记者 一丁）25路公交车自去年
成功创建西宁首条标准化服务示范公交线
路后，一直备受市民关注。随着一年的创建，
25路公交车点点滴滴的变化让市民看在眼
中。为了让市民更加近距离地了解这条线
路、感受这条线路上的服务，近日，西宁公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公司十队25路车队
特意邀请了20名乘客亲身进行体验。

记者了解到，此次邀请的20名乘客是
以自愿报名的方式产生的，他们都是近年
来特别关注西宁公交发展的热心市民。体验
活动当日20名乘客首先走进25路调度室，
在这里详细了解了25路利用智能系统发车
的现状和创建标准化服务线路后驾驶员及
车队的变化。随后，20名乘客乘坐了一趟由

康乐发往小桥的25路公交车进行体验。在
发车点，工作人员指挥着乘客依次排队上
车，看到乘客乘车，驾驶员站立着、微笑着向
每一位乘车的乘客问候，走进车厢，车厢内
干净、整洁、舒适，在车辆运营途中，驾驶员
全程保持微笑服务，让乘客倍感温暖。

乘客陈女士说，她一直乘坐25路公交
车出行，驾驶员的微笑服务让她有一种宾至
如归的感觉，她希望西宁多创建一些这样的
线路，让更多的乘客感受这样温暖的服务。拥
有20年驾龄的25路党员先锋车组驾驶员李
文兰告诉记者，创建工作是个契机，她们车队
和驾驶员通过这个契机不断提升自己的服
务，为建设“群众满意、职工幸福、党和政府
放心”的新时代文明公交而不懈努力！

本报讯（记者 得舟）省教育厅近日会同
省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全省中小学联网攻
坚行动推进工作视频会议，通报了全省中小
学联网攻坚行动实施以来工作进展情况，分
析总结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进一
步加快推进中小学联网攻坚行动、联网提质
增效进行了再部署、再动员。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要积极联系当地基础电信企业，在前期
工作的基础上，对已联网学校带宽提升情
况进行认真核对，对还未提升带宽的学校
尽快落实到位，对未接入学校尽快制定实
施方案，对确因其他困难不能接入网络的

学校提出工作建议，确保联网行动、带宽
提升按教育部、工信部有关文件要求和基
础电信企业承诺按期完成。各地各校要实
行“一校一表”反馈制度，省教育厅对联
网攻坚行动执行情况将按月通报，纳入对
市、州和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主要
考核内容之一，并将工作实效作为支持地
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直接依据。各地教育
部门要主动作为，严格履职，确保2020年
前全面实现中小学校 （含教学点） 网络接
入 率 达 到 100% 、 出 口 带 宽 最 低 达 到
100Mbps 以上的目标任务，为我省教育信
息化基础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一丁）记者9月23日从省
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局获悉，备受市民关注
的畅通西宁重点工程——国道G227线老城
关经西宁至上新庄公路控制性工程莫兰台
岭隧道左线于近日顺利贯通。

据悉，国道 G227 线老城关经西宁至上
新庄公路不仅是我省2017年重点建设项目、
全省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项目和西
宁市“缓堵保畅”三年攻坚行动计划项目，同
时也是我省干线公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西宁市又一条南北过境重要大通道。
G227线老城关经西宁至上新庄公路起于大
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老城关镇东南城关岔口，
经大通县城关镇岔口、桥头镇、长宁镇、生物
园区、海湖北路、海湖路、昆仑路、同仁路交
叉口、建国南路、尖扎路、新城南路、南川工
业园区、陈家滩村、上新庄村，止于骟马台
村。路线全长82.35公里，投资预算约53.1亿
元。全线按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设计；设计
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

莫兰台岭隧道是国道G227老城关经西
宁至上新庄公路项目的控制性工程，左线全
长1462米、双向六车道，地质以湿陷性黄土

为主，在施工过程中承建部门克服了种种困
难，在减少人力的同时更节约施工时间，有
效降低了施工成本，进一步提升了隧道施工
标准化管理水平。莫兰台岭隧道左线的顺利
贯通也为国道G227线全线顺利通车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国道G227线老城关经西宁至上新庄公
路建成后将与国道网中的京藏国家高速公
路G6线、国道109线、国道341线、京藏国家
高速公路张掖至汶川联络线（G0611）等相交，
建设将进一步完善我省及我省境内国省路网
结构，提高路网整体效能和服务水平，有效推
动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融合发展，实现城市
内外交通有效衔接，提高西宁市对外交通快
速通畅水平，对提升城市承载力，缓解城市
交通压力，有效改善交通出行环境，直接带
动北川工业园及大通县城周边区域以及南
川工业园及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对于加快
推进西宁市周边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9月23日从海
东市交警支队民和县交警大队了解到，从19日
至22日，该大队连续查获7起酒后、醉酒驾驶
的严重违法行为，保障了道路的畅通安全。

记者了解到，9月19日15时51分，民警
在官亭街道对青BZ19××机动车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车驾驶人李海某涉嫌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 ，李 海 某 呼 出 的 气 体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11mg/100ml，属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9月20日15时许，民警在对青B82×××
机动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人马延某涉
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经呼气式酒
精检测仪检测，马延某呼出的气体中酒精含
量为21mg/100ml，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9 月 20 日 16 时 43 分，民警在莲花台检
查站对青BH66××机动车进行检查时，发
现该车驾驶人何万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何
万 某 呼 出 的 气 体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04mg/
100ml，属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9 月 20 日 23 时 55 分 ，民 警 在 对 青

BL77××机动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
人袁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袁某某呼出的气
体中酒精含量为 77mg/100ml，属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

9月21日零时55分，民警在川垣三路十
字对青BS02××机动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
车驾驶人张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
法行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张某某
呼出的气体中酒精含量为 75mg/100ml，属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9 月 22 日 11 时 14 分 ，民 警 在 对 青
AQ48××机动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人
尚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经呼
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尚某某呼出的气体中酒
精含量为99mg/100ml，属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9 月 22 日 15 时 40 分许，民警在对青
BP02××机动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
人杨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杨某某呼出的气
体中酒精含量为 40mg/100ml，属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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