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下零下3030℃℃，，哈拉湖景区哈拉湖景区22人被困人被困
本报讯（记者 悠然） 2019 年 12 月 31

日17时23分，德令哈市公安局接警称，两
名男子开一辆北京牌照吉普车进入哈拉湖
被困，110 随即调派蓝天救援队前往救
援，但未发现被困者。2020年1月1日3时
左右，当地政府又调派消防、应急、公
安、卫建等四个部门组成救援队前往现场
开展救援。

据了解，接到救援指令后，德令哈
联合救援队于 1 月 1 日 3 时 30 分从德令哈
市 政 府 出 发 ， 6 时 15 分 到 达 海 拔 4200
米、距离被困人员所处位置约 30 公里处
时，当时气温已达零下 30℃，由于山顶
道路积雪过厚，救援车辆无法继续前
进。8 时 10 分，救援队转移至空旷地带
寻找信号，协调当地牧民从北面进行救
援，13 时 30 分，当地牧民到达被困地点

实施救助。14 时 30 分，被困人员顺利脱
困。15 时左右，救援队与被困人员汇
合。18 时许，救援队及被困人员顺利抵
达德令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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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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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湖……

1 月 2 日（农历腊月初八），湟源县丹
噶尔古城热闹非凡，在“万人品腊八”活动
现场，熬制的腊八粥吸引众多游客品尝，

演绎的“城墙夯打”“椽腊八”等民俗特色
快闪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张弘靓 摄

我市开展文化旅游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近日，西宁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组织召开全市文化旅游领域
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推进会。市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各县文体旅游
局、各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主要负责人及城区
文化旅游市场经营单位法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和
维稳工作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就今冬明春
行业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通报了近期文化旅游市场安全生产和行业
治乱情况，并对文化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和行业乱象整治及维稳工作提出了要求。

结合今冬明春文化旅游市场特点，认
真分析市场发展规律与形势，采取有力措
施，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一是
重部署抓落实。召集文化旅游市场经营业
主，及时开展重要节点集体式安全生产和
维稳工作部署，提升市场经营单位主体责
任意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责
任制。二是重监管治乱象。针对文化旅游
市场节前人员密集、市场簇拥繁忙的特
点，加强文化旅游市场乱象治理，特别加
强接纳未成年人上网、“不合理低价游”、
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忽视安全预警防范

等问题的治理。三是强维稳促规范。牢牢
把握文化旅游市场发展状况及趋势，督促
全体文化旅游市场经营业主坚决做到依法
经营、守法经营，自觉维护好全市文化旅
游市场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文化旅游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在三节来临前期主动组织全市各级文化
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文化旅游市场开展

“体检”式暗访和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一是
查摆存在问题。对部分文化旅游市场经营
单位存在的问题予以明确和交代，积极采
用约谈提醒的方式，责令限期改正，认真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二是安全信息备
案。严格落实安全备案信息制度，要求全
市各类旅行社及时上传安全管理制度、安
全责任人、安全应急预案等信息至全国旅
行社管理平台以备在线检查。三是加强案
件查处。充分利用文旅行业监管融合，全
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机制，紧盯文化
旅游市场乱象，加强违法违规案件办理。
截至目前，全市各级综合执法机构办理案
件累计 156 件，罚款金额 88.2 万元，监管
力度强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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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以下简称“集散中心”）节前

采购即将临近高峰期，市场内人流车流密集。为保障节前集散中心内道

路安全畅通，缓解交通压力，集散中心决定自2020年1月6日-2月10日

期间，禁止5座（含5座）以下小型客车入场，来市场采购的小型客车请停

放至集散中心西侧临时停车场。

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3日

公
告

不是上下班高峰期，也不是节假日，本
周一下午4时许，在我省平安至西宁的海东
高速收费站，仅留的一条人工收费车道排起
了长龙，排队的都是未办理ETC（不停车电
子收费系统）的车辆。相形之下，旁边的多条
ETC车道却十分通畅。很多车主告诉晚报记
者，车辆拥堵明显的原因很简单，ETC车道
很多，人工收费车道只有一条。“办了ETC之
后非常方便，只需几秒钟就可通过收费站，
既省钱又省时。”很多市民反映。而也有一些
不同的声音随之响起，“人工通道这么堵，是
不是在倒逼我们必须办理ETC？”
疑问疑问：：推行多年的推行多年的ETCETC为啥为啥20192019年火了年火了？？

“年底仅留一条人工通道，不装ETC你
咋办？”2019年以来，ETC可谓火了。“ETC推
行了很多年，为什么2019年火了？”对于市民
的疑问，记者梳理相关信息发现，2019年5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 ETC 政策的

《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
用服务实施方案》。

方案中明确：2019年7月1日起，ETC用
户高速通行至少打 9.5 折，确保在年底前
ETC快捷不停车使用率达到90%以上。2020
年1月1日起，未安装ETC的车辆不再享受
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ETC 非常方便，未办理前从平安到西
宁通过收费站需要等待20多分钟才能通过，
办理之后只需几秒。”在平安上班的西宁市
民赵丹说。

方便、省时、省钱的同时，也有市民提出
了疑问。“在办理ETC业务时，为何各大银行
开始强推？”

众所周知，办理ETC必须要绑定银行账
户，ETC绑定银行账户后，相当于银行多了
一位信用卡客户。“对于任何一家银行来说，
都不能放过这样一个增加业务量的机会。所
以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措施，来争夺 ETC 市
场。”我省一家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以后不装ETC是不是就不能上高速？”
市民张晓忠问。记者了解到，未安装ETC的
车辆可以上高速，只不过人工通道少，如遇
到节假日或者上下班高峰期遇到拥堵的情

况会时有发生。
调查调查：：部分市民为何不愿办理部分市民为何不愿办理ETCETC？？
记者在我省多个收费站观察到，ETC宣

传标语随处可见，站点播放着ETC宣传广播。
随着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工作的推进，未来将形成全国高速
公路一张网的局面，安装ETC设备的车辆在
未来可提升通行率并享受更多政策红利。

2019年5月以来，我省交通部门全力以
赴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目前
我省已发行88万余张ETC，170套ETC门架
系统全部建设完成，579条ETC车道全部完
成升级改造，实现了全省 ETC 车道 100%覆
盖、ETC/MTC混合车道100%覆盖的目标。

但很多车主反映，对于未安装ETC的车
辆，高速收费站给出了并不友好的态度。“他
们也不会给你说什么，那么多ETC车道，行
驶车辆也不多，人工通道只给你留一条，这
个态度就是不办ETC那就堵着吧！这种以堵
促ETC的方式，着实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在
高速上等待通过收费站的王先生说。

明知安装了ETC只需几秒就可通过，而
且安装又是免费的，为何部分车主还是不愿去
安装？记者采访了多位车主，或许能得到答案。

第一、这些车主大多都是本地人，而且
没有特殊情况不会开车上高速。“如果上高
速还有人工车道，就不想办理ETC”。

第二、办理ETC时，需要重新办卡，多数
情况下银行工作人员会为车主办理信用卡。

“信用卡还款比较麻烦，如果忘了没还还会
影响征信”。

第三、ETC自动扣费报销起来非常麻烦。
“人工通道还有一张发票，报销起来非常方便”。

第四、少数人的特殊需求。“比如我借了
朋友的车要过高速，但不想再用人家的卡刷
过路费”。“再比如我不想让ETC记录下我去
了哪里”。

采访中，多位车主表示，对于 ETC，很
多市民还有很多不解，比如银行卡是否存
在盗刷的情况？票据如何报销？“希望能
加大宣传力度，让大家真正了解 ETC”。

（记者 张永黎）

部分市民为何不愿办理ETC

本报讯（记者 王紫）1月2日，记者了解
到，1月1日，省城多家医院的产科病房里洋
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许多产妇在新年的第
一天生下了可爱的元旦宝宝。这些元旦宝宝
也成为我省首批“20”后宝宝。首批来到这个
美好的世界上的“20”后宝宝中，有的是家中
的第一个孩子，有的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

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到，首批“20”后宝
宝的妈妈们大多为80、90后，大多为西宁市
居民，其余的来自省内部分州县。1月1日，青
海省人民医院的产科一共新生8个“20”后宝
宝，有的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有的是家中
的第二个孩子。省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一共新

生6个“20”后宝宝，也是家中的第一个或者
第二个孩子，他们妈妈的年龄为20多岁至30
多岁。省妇幼保健院一共新生的3个“20”后
宝宝都是二孩，他们的母亲都是90后。记者
从医院了解到，这些“20”后宝宝的父母有些
是有了第一个孩子，沉浸在初为父母的喜悦
和幸福中。有些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想着再
生个二孩，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将来长大
后兄弟（或兄妹、姐妹）之间互相有个照应和
帮助，精神世界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在
2020 年的第一天，“20”后宝宝的到来，让这
些父母都圆了自己的梦，他们都感到特别幸
福和高兴。

本报讯（记者 施翔）2019年12月17日，西
宁市公安局城西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成功捣毁
一出租车司机“碰瓷”酒驾人员的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涉案金额38000余元。

10月底，出租车司机穆某某接到朋友车
辆肇事的电话后赶往事故现场，经询问得
知，由于被撞车辆的司机是酒驾，为了息事
宁人，被撞车辆司机选择了“私了”。听闻此
言的穆某某眼前一亮：“酒驾司机害怕被公
安机关处理，一般都会选择私下处理，逃避
制裁，既然这样多要一点钱就很容易了。”

没过多久，另外两位出租车司机马某军
和马某录也赶到了事故现场，穆某某便把刚
才的一幕和心里的计划向两位好友和盘托
出，三人一拍即合。

11月7日的晚上，穆某某三人赶到了海
湖某酒吧门外。马某军和马某录在酒吧外寻
找目标，而穆某某就在车里等着消息。凌晨1
时左右，穆某某接到了马某军的电话：“目标
找到了，就是那辆白色的越野车。”接到消息
的穆某某便开车跟了上去，并趁越野车辅路
进主路时撞了过去。车停了下来，对方司机

和穆某某都下车来查看，而穆某某也闻到了
对方身上的酒味，便开口问道：“酒驾？”对方
司机知道自己理亏，看到出租车只是简单的
剐蹭，主动提出500元“私了”，穆某某将马某
军和马某录叫来，说500元肯定不够，最后商
量下来，对方司机拿出了3500元，穆某某等
三人这才离开了现场。

此次得手，除去修车费用，每人都到手
了1000多元，随后，穆某某三人每隔三四天就
出来“碰瓷”一次，每次都能赚个三、五千元，
队伍的规模也扩编至5人，直到12月5日，穆
某某等5人先后“碰瓷”9次，敲诈38000多元。

11月26日，受害人都某被穆某某等人敲
诈了5000元后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后，城
西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对
案件进行缜密侦查，并在分局大数据指挥中
心的大力协助下，于 12 月 17 日抓获该犯罪
团伙犯罪嫌疑人5名。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穆某某、马某军、马
某录、马某、穆某财对其敲诈勒索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城西公安
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我省首批我省首批““2020””后宝宝诞生后宝宝诞生

5名的哥专门“碰瓷”酒驾车辆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