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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成绩单，比比贴心度！这次物业评选活动搞得好，让物业
都来晒一晒自己为小区居民做了哪些服务，是否得到了居民的广泛
认可。”

“自从去年开始，全市小区物业开始整治后，我们小区环境改善
了很多，我们大力支持我们小区物业参评。”

“我建议，启动网络投票，让大家通过网络参与评选活动。”
……
推荐好物业小区，给自家物业“挑刺”，一场物业间的较量正在

进行中。随着“西宁十佳物业服务小区”评选活动推进，市民踊跃参
与，积极性高涨，一大波居民的评论之声涌来。

借活动夸夸我们物业
在“西宁十佳物业服务小区”评选微信群里，每天都有来自各小

区业主和物业企业的“声音”。
“我们小区的物业每天保洁很及时，安保也很到位，小区里的休

闲区、游乐区都做得很好，住在这里我们即感受到了贴心服务，也有
了家的归属感。这次评选活动中，我们力推香格里拉物业。”香格里
拉小区业主李明说。

“疫情期间小区物业帮老人买菜送菜、为行动不便的市民搬运
货物、为不在家的市民检查水电安全，这些服务让小区业主称赞。
借这次活动，要好好夸夸我们的物业，他们做得真不错。”一位家住
海德堡小区的市民致电晚报说。

“我们小区是老旧小区，原来一直没有物业管理，从2019年起，
我们小区进驻了物业公司。现在小区安上了出入门禁、规划了停车
位、重整了小区花园，还安上了健身器材。这些改变我们业主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我要为我们小区物业投上一票。”住在中华巷一老
小区的居民说。近几年，我市在加快城镇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的基础
上，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无物业到有物业，从无
服务到有服务，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给自家小区物业“挑刺”
为自家小区物业点赞的有，给自家小区物业“挑刺”的也不少。

在评选活动的微信群里，一些市民向记者吐槽自家小区的物业问
题。家住朝阳东路一小区的业主说：“我们小区是在建小区，但是却
按建成小区收取物业费，我觉得这很不合理。”城东区一小区业主说
道：“我们小区建筑垃圾随地堆放，小区里还有拾荒者堆放的废品，
小区环境较差，真希望物业管一管。”市民们希望通过此次评选活
动，让先进带动落后，让物业企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明差距、补短
板，推动我市物业行业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

市民参与活动热情高
“我建议，启动网络投票，让大家通过网络参与评选活动。”
“我建议，让市民更多参与到活动中来，可以组成‘市民观察

团’，走进各小区体验物业服务，进行实地测评打分。”
……
市民踊跃参与，并提出意见建议，晚报将积极采纳可行性建议，

把活动办得更好。
同时，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也与我们同行。将对市民反映

的物业问题加大检查力度，落实问题整改，通过活动树立物业标杆，
以标杆企业带动全市物业行业更好发展。

为你心中的十佳物业投上一票：
西宁市“十佳物业服务小区”评选对照贴心物业、最美小区物业、

幸福小区物业、诚信物业、红色物业五个方面建设情况给予打分评
比。评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初选），根据评分标准对申报、
推荐的物业服务小区开展第一轮投票和记者实地采访情况汇总后，
初步评选出一批物业服务小区；第二阶段，对初评物业服务小区开展
宣传和第二轮投票，并根据投票和专家打分情况确定西宁市“十佳物
业服务小区”名单，并授牌。最终评出的优秀物业服务企业将在《西
宁晚报》上进行公示。

评比实行企业申报、市民推荐或小区居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
事处、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推荐等方式申请报名参加评选。推
荐方式：您可拨打电话（8230541、8230542、8235972、18697133058），
或者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xnwb001@163.com，也可在西宁晚报手
机客户端、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西宁晚报新浪官方微博、西宁晚报
头条号的后台和评论区进行留言参加推荐。

（记者 张国静）

西宁市民踊跃参与物业评选
本报讯（记者 芳旭）第二十一

届青洽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阶段，
受疫情影响，今年我省招商工作通过

“云上青洽会”借助移动客户端、微
博、微信等网络传播平台和自媒体，
设立“云上青洽会”主会场、云上直
播、“云上签约”和网络推介同步进行
招商。线下招商工作也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截至 6 月底，各有关部门
已落实拟签约项目215项，总投资额
825.64亿元，已邀请落实客商3250余
人。

招商引资是每年青洽会的重头
戏，截至6月底，各市州、园区和省直
有关部门已落实拟签约项目215项，
总投资额825.64亿元，完成签约目标
任务的82%。其中，5个市州签约目
标 403 亿元，已落实拟签约项目 86
项，投资额 160.19 亿元；3 个园区签
约目标497亿元，已落实项目64项，
投资额 277.66 亿元；27 个省直部门
签约目标 100 亿元，已落实项目 47

项，投资额173.57亿元。
记者从本届青洽会执委了解到，

在客商邀请方面，各邀请工作组和对
口邀请接待单位已开展邀请对接工
作，截至目前，已邀请落实客商3250
余人。国家部委、协会方面，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林草局、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国工发组
织、全国台企联农业工作委员会、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办事处拟
派员参会，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
会、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已确认参
会；展览展示方面，已制定完成总体
策划、布局规划、工作方案及参展指
南。综合馆设计搭建方案已完成招
投标。外省区市特装展已确定上海、
浙江等13个省市、3
家企业参展，正在
对 接 入 场 布 展 事
宜；大会论坛方面，
各项论坛活动方案
已拟定，各主办单

位正抓紧落实演讲嘉宾。其中，高原
特色现代农牧业产业发展论坛拟由
两个主题论坛活动组成，分别为“青
海青稞产业发展论坛暨青稞产品品
鉴会”和“青海牦牛产业发展论坛”；
宣传方面，执委会宣传部已制定宣传
报道方案和应急预案，拟邀请 18 个
省区市主要媒体参会宣传。

在疫情防控工作方面，疫情防
控部已制定《第二十一届青洽会新
冠肺炎疫情处置应急预案》，执委
会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召开两次
青洽会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就有关
问题进行协商，并进一步明确责任
分工，压实主体责任，提出了具体
工作要求。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7月8日，
我市召开2020年旅游旺季服务保障
指挥部工作会议。市旅游旺季服务
保障指挥部总指挥、副市长陈兆超和
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
议。

会议通报了2019年全市旅游旺
季服务保障工作情况，讨论通过了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促进文明旅游
行动方案》，对2020年旅游旺季服务
保障相关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各成员单位在旺季服
务保障工作指挥部的领导下，坚持问
题导向，主动作为，旅游旺季市场总
体平稳有序，但仍然存在旅游综合整
治未形成合力、旅游设施配置不完善
等问题。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着力加强旅
游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监管，规范旅游

市场秩序和专项整治，提升旅游旺季
服务保障水平，推进文明旅游工作常
态化，努力实现“安全、文明、有序、便
捷、高效”的旅游旺季服务保障工作
目标。在今年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旅
游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各成员单位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以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
板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为契机，以
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重点，开展旅游
市场专项整治，提升旅游环境建设管
理水平，积极倡导文明旅游，紧盯疫
情抓防控，全力保障旅游旺季市场秩
序。

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涉旅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制定应对
公共突发事件专

项应急预案，抓好疫情防控，排查安
全生产隐患，守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
线。全面提升涉旅行业服务能力水
平。深入开展“人员大培训、岗位大
练兵、环境大整治”工作，为市民、游
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和一流的服
务体验。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职能分
工，加强综合协调治理能力，全面提
高旅游市场综合整治能力，确保旺季
投诉案件快速办理、高效办理。根据
文明旅游联席会议任务分工和工作
重点，积极倡导文明旅游宣传，努力营
造“人人服务旅游，人人服务游客”的
良好氛围，不断扩大“绿水青山·幸福
西宁”影响力和知名度。

本报讯（记者 啸宇）长江发源于
青海省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的姜
根迪如冰川，在青海境内全长 1171
公里。那么在青海境内的长江源上
建有多少座公路桥梁，你知道吗？7
月 8 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部门获
悉，青海境内长江正源上共建有公路
桥梁有 13 座，长江北源楚玛尔河上
共建有公路桥梁5座。18 座路上桥
梁已成为长江之源广袤大地上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线，如飞虹穿云逐雾,

连通起高原如画江山。
6300 余公里的长江流经 9 省 2

市，滋润着万载华夏，流淌出无数风
华，长江正源为沱沱河，北源为楚玛
尔河。据统计，截至去年底，长江干
线共建成投入运行桥梁126座，一代
代交通人用如椽巨笔勾勒出长江飞
虹的无限风光。

据了解，在青海境内的许多公路桥
梁不仅有着“世界之最”头衔，更是建设
史上令人震撼的奇迹。如万里长江第一

桥——青海沱沱
河大桥，位于长江
正 源 沱 沱 河 于
1958年国庆前建
成通车的沱沱河
大桥，雄踞在号称
世界屋脊的唐古
拉山区。大桥虽
修建在草原平川
低处，但桥位海拔
仍有4500米的高
度，是当今世界海
拔最高的桥梁之
一，这座桥长273
米，桥面行车道部
分净宽7米，两辆
大型载重汽车可
以对开，美观大
方，承载能力强。
还有青海 308 省

道通天河大桥，2016年建成通车的青
海308省道玉树至不冻泉公路上的通
天河大桥全长1156.2米，是我省海拔
最高、墩身最高、连续梁跨度最大的特
大型连续梁桥，桥梁海拔4300米。另
外还有青海共玉高速公路通天河大
桥，位于玉树州歇武镇通天河村，上跨
通天河和 214 国道，左幅桥梁全长
831.3米，右幅桥梁全长837米，也是一
座气势恢宏的公路桥梁。

本报讯（记者 施翔）7 月 9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连日
来，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围绕平安高考总目标，全面排查整改涉考
安全隐患，确保各考点治安、交通秩序良好，确保试卷、答卷安
全保密，确保考试期间不发生有组织和大规模舞弊案件，确保不
发生影响高考的重大案（事）件，为西宁地区2020年全国高考的
顺利进行，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据了解，高考期间，我
市警方共护送拥堵、迟到考生64人，为262名考生加急办理了临
时身份证。

据介绍，为做好 2020 年高考安保工作，西宁市公安局在市
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领导下，专门成立由市公安局党委成
员挂帅，局属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安保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负责各项安保工作。治安部门集中整治校区、居民区周边噪声问
题；每天组织安保力量1000余人保障考点及周边社会秩序稳定。交
警部门对机动车乱鸣号问题开展集中整治；通过开辟“绿色通
道”、警车开道等方式，最大限度保障搭载考生的各类交通工具优
先通行，高考期间护送拥堵、迟到考生64人。户政部门开设“考生
绿色通道”，为262名考生加急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保证考生能够顺
利参加高考；网安部门密切关注互联网涉考违法犯罪行为，为高考
营造了清朗的网络空间。

我市为262名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

我市召开旅游旺季服务保障会

18座公路桥梁横跨长江之源

本届青洽会已落实拟签约项目本届青洽会已落实拟签约项目215215项项

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加快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城市和新时代幸福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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