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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您好！

根据《青海省银行业营业网点公休日节假日轮休公约》，我行营业

网点2021年全年节假日、公休日实行轮休，具体见各营业网点公告。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网点轮休期间，您可选择附近

网点或自助银行办理业务，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2021年1月27日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2021年营业网点节假日、公休日轮休公告

民法典应知应会（十九）
●中共青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
●青海省司法厅

148.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
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怎么定？

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
149.甲在爷爷弥留之际用手机为其录像设立遗

嘱，但房间内只有他们两人，遗嘱有效吗？
无效。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150.遗嘱有几种形式？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遗嘱、

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51.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如何确定以

哪份遗嘱为准？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
152.打印遗嘱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

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153.什么是遗产？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

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

继承。
154.游戏装备能否作为遗产予以继承？
可以。
155.李先生生前先后立了代书遗嘱、录音遗

嘱，内容不同，应该以哪份遗嘱为准？
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156.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多久，作出

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
六十日内。
157.哪些行为会导致丧失继承权？

（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2）为争夺遗产而杀
害其他继承人；（3）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
承人情节严重；（4）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
嘱， 情节严重；（5）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
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

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
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
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丧失受遗
赠权。

棚外下着小雪，棚内人声鼎沸。1月26日
上午9时，位于城北区的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
散中心早已热闹非凡，卸货、洽谈、称重、装
车，来来往往的车辆在市场穿梭，一片繁忙景
象。

临近春节，这么冷的天，对西宁蔬菜基
地有没有影响？全市蔬菜供应有保障吗？
各类蔬菜价格怎么样？为此，记者走访多个
蔬菜种植基地、蔬菜交易市场发现，西宁蔬
菜货源供给充足，价格保持稳定，市场秩序
井然。

本地设施蔬菜丰富供应本地设施蔬菜丰富供应

走进湟中区拦隆口镇的蔬菜基地，满眼
堆绿，生机盎然，西红柿、黄瓜长势喜人，工
作人员正忙着将采摘下来的蔬菜分拣、装
箱。整个基地，55 栋温室大棚，产出毛芹、
茴香、黄瓜、西红柿、上海青、丝瓜等各类蔬
菜，每天源源不断地输往市内各大超市、农
贸市场。

“今年的寒冬天气对温室蔬菜种植有一
定影响，我们专门安装了一些智能温控设
备，采取了补温措施，增加了蔬菜的种植
量，确保产量。”一农牧科技公司负责人说，
目前，他们的蔬菜一茬接一茬，市场供应基
本不会断档，能够保证百姓吃上新鲜优质
的蔬菜。

据了解，西宁冬春蔬菜生产主要以黄
瓜、西红柿、茼蒿、油麦菜等设施温棚叶菜类
蔬菜种植为主，占比达 69.76%，部分温室种
植食用菌、草莓等，投入生产的蔬菜设施基
地有88家，面积2.1万亩，预计冬春季蔬菜上
市 产 量 达 2.68 万 吨 ，蔬 菜 淡 季 自 给 率 为
38.5%。

“我们建议各县区针对冬春气候变化，认
真抓好冬春季节蔬菜生产管理，及时调整蔬
菜种植结构，确保现有基地全面
生产，适时做到地产菜‘应出尽
出’。”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全市各级部门将

进一步加强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加大对蔬菜
保鲜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增加蔬菜保鲜储
藏量，缓解因季节性因素造成的蔬菜供需矛
盾，提高淡季蔬菜自给率。

日均日均17001700余吨品种多样余吨品种多样

这边，广播里不断播放着防疫的注意事
项，那边，工作人员正在市场里喷洒消毒水，
记者一早来到城北区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
中心看到，一个个摊位前菜品摆放整齐，井然
有序，不远处，工人们戴着口罩有条不紊地将
一颗颗大白菜打包装好，从货车上搬下，再整
齐码放到地上……

“你瞧，这是刚从江苏拉运过来的蒜薹，
这些蒜薹都有商标，是可追溯来源的。”城北
区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西宁市政府
平价蔬菜专供区，正在卸货的摊主马学林拿
起一袋蒜薹便向记者展示起来。

马学林告诉记者，为了满足节前及春节
市场需求，他储备了约60吨的蒜薹，每天大概
还会收30吨的蒜薹。

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作为青藏高
原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承担青海省以
及西藏拉萨的农副产品和生鲜果蔬供应。“平
日里，市场每天蔬菜进场量保证在1400吨左
右，个别时候还能突破2000吨。我们的蔬菜
主要来自甘肃、云南、四川等地，有100多种，
目前不仅大白菜、冬瓜、土豆、洋葱、西红柿、
黄瓜等北方冬季常见的蔬菜供应充足，而且
还有一些特色蔬菜品种供应，完全能够满足
市场需求。”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负责
人王正旭告诉记者。由于市场规模大，人多
车多，情况复杂，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市场在入口处设立了卡点，对所有进出人员
测量体温，凭绿色健康码出入，市场进出车辆
每天也要消毒处理。 （记者 樊娅楠）

本报讯（记者 一丁 实习记者 王梦
源）春节将至，各大商超前来购买年货的
市民络绎不绝，商超内的电梯成为必不可
少的乘坐工具。为确保购物高峰期市民
的乘梯安全，1 月 27 日下午，记者跟随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突击检查了我
市一些大型商超的电梯使用情况，就发现
的个别问题及时提出了整改意见。

当天下午3时，在城西区力盟步行街
附近的1家大型综合商场内记者看到，各
个品牌店铺内挤满了购物的市民，他们肩
背手提忙得不亦乐乎，完全沉浸在备年货
的喜庆氛围中。“随着春节临近，商场内的
客流量逐日增多，平均每天约有 1 万人
次。商场内共有42部滚动电梯（即扶梯）
和直梯，市民逛商场基本都在乘坐。为确
保电梯使用安全，商场每月都会对每部电
梯进行 2 次日常检查。”该商场相关负责

人表示。
经过现场工作人员检查操作后，位于

1 楼的 1 部扶梯停了下来，市市场监管局
特种设备科的执法人员随即上前进行详
细检查，发现电梯各项功能运行正常；随
后在2楼的1部直梯内，执法人员也进行
了详细查验。

据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执法人
员介绍，我市目前拥有电梯 18300 多台。
其中，大型商超占比达到15%。在日常检
查中，他们发现个别商家存在直梯不张贴
警示标志、扶梯日常安全巡逻不到位的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他们现场责令商家立即
整改，要求商家加强电梯安全监管，确保
市民的乘梯安全。他还表示，随着春节假
期的临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日
常巡查检查力度频次，为市民营造安全的
假期出行环境。

本报讯（记者 得舟）“1月7日从西宁
晚报上看到我所居住的小区被定为12个
生活垃圾‘强制干湿分离’试点小区之一
时，第一感觉就是幸福西宁要更上一层楼
了。作为试点小区居民，既感到了压力、
更感到肩上有了一份责任……试点半个
多月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全家人都
有了垃圾干湿分离的意识、并逐渐养成垃
圾干湿分类投放的习惯。”1月25日，家住
我市夏都家园南区的唐先生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连日来，接受记者采访的夏都
家园南区、新宁小区、金海湾等几个试点
小区居民马先生、杨女士、王女士等都有
着跟唐先生一样的感受，同时表达了他们
对西宁生活垃圾“强制干湿分离”试点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

入户宣传免费发放垃圾袋给小区添喜气入户宣传免费发放垃圾袋给小区添喜气

金海湾小区的居民王女士、马先生对
记者说，刚开始试点的前几天，城管队员
和社区、小区工作人员还开展了亲切热
情、热热闹闹的生活垃圾“强制干湿分离”
试点入户宣传活动，不仅给小区每家每户
发放了“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干湿分离投放
指引”的宣传资料、还给每家每户发放了
两卷垃圾袋，并现场回答了大家“哪些是
干垃圾、哪些是湿垃圾”的具体问题。感
觉小区关于垃圾投放的设施、氛围等也一
下子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添置了专门
的“厨余垃圾、湿垃圾桶”、张贴了“生活垃
圾投放时间表”和“生活垃圾干湿分离投
放”的小小倡议书等，还安排了佩戴“垃圾
分类督导员”红袖章的专门负责垃圾投放

的专职人员。

居民们正在养成垃圾干湿分离的好习惯居民们正在养成垃圾干湿分离的好习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西宁市民
每个家庭至少都有好几个垃圾桶，几乎是
每个房间放一个；有的家庭的客厅甚至放
两三个。市民杨女士说她平时爱吃各种零
食等，加之吃饭时为扔垃圾方便，她在家里
餐桌、茶几等上面也都摆着个“袖珍垃圾
桶”，这样投放果壳皮、小骨头等就很方
便。受访几位居民说，以前家里的垃圾都
是“大杂烩”式的，手里有啥想扔哪个垃圾桶
就扔到哪个，从不考虑干的还是湿的……现
在则不一样了，家里的垃圾桶被分成了

“干桶”“湿桶”两种，每次扔垃圾都会有意
识地确认一下“干”或“湿”后才扔。马先
生说，他有时候无意识将纸团等干垃圾扔
进“湿桶”里了，反应过来后会及时捡出来
再放进“干桶”，反之亦然……习惯就是在
这种不断反复纠正中养成的。

垃圾干湿分离美中不足有两个小难点垃圾干湿分离美中不足有两个小难点

试点小区的一位垃圾分类督导员对记
者说，现在的难点是仍有少部分居民将干
湿垃圾分得还不是太仔细，所扔垃圾袋里
干湿垃圾混放现象还部分存在，增加了后
续二次分拣的难度和工作量。再就是少数
居民不能做到按规定时间点投放垃圾，如
小区规定每日三次投放垃圾的时间分别是

“7：00-9：00、13：00-14：00、18：00-20：00”，
但少数居民仍在按各自习惯的时间投放，
特意按规定时间投放的不多，都是要出门
了顺便将垃圾带上投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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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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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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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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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奇偶

中奖注数
4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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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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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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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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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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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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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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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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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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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35296390元
本期本省销售额：2105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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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量足价稳！西宁春节菜篮子有保障
小区居民

正在养成“干湿分离”好习惯

突击检查

全市大型商超电梯运行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