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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酒征集
西宁站 各种陈年老酒 老茅台

征集范围1953-2020年茅台五粮液以及2000年以前的各种老酒、老药丸、阿胶、虫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

的方式面向全国收购。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朋友可安排专业人员上门鉴定收购。并在店一楼大厅有专业接待人员。
周边县市均上门鉴定收购，酒店以外均为假冒，以防上当。

整箱价更高 可上门回收 此号码长期有效

活动时间:7月14日-7月24日
工作时间:全天不休节假日不休

以下是茅台酒收购价格表品像好，不跑酒，53度包装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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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20年至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2005年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价格
2200至3200元/瓶

4000元/瓶
4200元/瓶
4400元/瓶
4600元/瓶
5300元/瓶
5400元/瓶
6300元/瓶
6400元/瓶
6500元/瓶
7600元/瓶
7700元/瓶
7800元/瓶
9500元/瓶
10400元/瓶
10900元/瓶
11400元/瓶
12700元/瓶

年份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1980年
1979年-1970年
1973年-1970年
1969年-1960年

价格
20700元/瓶
21200元/瓶
21700元/瓶
22200元/瓶
22700元/瓶
23200元/瓶
27700元/瓶
28200元/瓶
28700元/瓶
30700元/瓶
31200元/瓶
31700元/瓶
32200元/瓶
32500元/瓶

33200-33700元/瓶
40700-60700元/瓶

110700-210700元/瓶
220700-500700元/瓶

活动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32号同仁路交叉口文翔大厦星程酒店电梯五楼5001室
公交可乘2路18路22路34路35路41路46路58路80路102路k3路乘坐公交到纸坊街下

联系人13752760910刘先生15256817797郭先生

本报讯（记者 啸宇）近日，省发展改
革委会同黄南州政府、青海机场公司等
全面提升黄南机场前期工作进度，经反
复沟通协调，于近日组织开展了机场选
址现场评审会。此次选址评审会的进
行，标志着黄南机场项目前期进入了实
质性阶段。

据悉，评审中各专家及相关单位参会
人员通过现场踏勘、会议讨论等方式，从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机场地理位置、场
地发展条件、规划符合度、机场自然和技
术条件、配套条件、空域条件等多个方面
对几个预选场址进行了综合评审，推荐出
了机场首选场址。

黄南州地处西宁和“大九寨”旅游经
济圈的过渡地带，是九曲黄河第一湾，系

“通甘连川”的交通要地，具有独特的文化
旅游资源优势。我省高度重视黄南机场
规划建设，积极推动将黄南机场列入《国
务院“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全国民用

运输机场布局规划》。为加快项目进度，
促进地方开放发展融入，省发展改革委于
2012年启动黄南机场选址工作。在相关
部门的帮助支持下，我省率先采取了BIM
（民用机场建筑信息模拟应用）机场选址
新技术，经多次现场踏勘以及研究分析，
突破了选址困难的瓶颈。在原机场选址
的基础上，增选出了麦秀为首推场址，使
黄南机场选址工作具备了快速推进的条
件，为下一步工作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全国高高原机场选址贡献了青海智
慧和力量。

省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安排，全力推动
选址报告的完善、支撑要件办理报批等工
作，力争早日取得选址批复。同时，抓紧
开展好预可研编制等后续工作，聚力加快
以西宁机场为枢纽的高高原机场群建设，
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固基础，充分发
挥好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
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刘瑜）近日西宁的天空
格外蓝，气温也是格外给力，各色各样漂
亮的裙子流动于街头。入伏以来，以凉爽
著称的西宁气温始终保持在 20℃+，7 月
13 日，连续攀升的气温终于冲破 30℃大
关！当日，我省多地气温超30℃，其中循
化排行第一，达到 33.9℃，西宁当日最高
气温也达到了30.7℃。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13日夜间开
始，天气将发生转折变化，全省大部分地
方将有一次显著降水过程，过程将持续到
15日，降水过程结束后，受副高北抬以及
中东高压的影响，全省进入晴热天气时
段，东部河湟谷地以及柴达木盆地，最高
气温将再次冲击30℃。

13 日 夜 间 至 14 日 白 天 ，西 宁 、海
东、黄南、海南南部、果洛中北部、玉树
西部有中雨，其中黄南南部局地有大
雨，海西中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
小雨。14 日夜间至 15 日白天，唐古拉
山地区、玉树西南部、果洛中南部、黄
南南部、海西东北部有小雨或阵雨，省
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5 日夜间至 16
日 白 天 ，唐 古 拉 山 地 区 大 部 、玉 树 大
部、海西东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
地区晴或多云。

西宁未来三天天气预报：15日，多云，
13℃到25℃；16日，多云，12℃到28℃；17
日，晴转小雨，东南风 3 至 4 级，14℃到
26℃。

本报讯（记者 悠然）7月12日，互助县
公安局特巡警大队成功处置一起疯牛失
控事件，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赢得群众
一致好评。

据了解，当日16时左右，互助县公安
局特巡警大队接到互助县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指令称，威远镇崖头村村民张某军
报称自家一头牛发狂失控，已从家中跑到
白崖村水库后山，并将本村一名前去围堵
的村民顶伤，现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疯
牛”表现十分狂躁，很可能继续乱跑再次

伤及群众，请立即出警。接到指令后，出
警民警立即与报警人张某军取得联系，告
知张某军随时掌握好牛的动向，不要靠近

“疯牛”，等候特巡警前来处置。随即，特
巡警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在上山的“疯
牛”仍十分狂躁。为防止“疯牛”逃窜伤害
他人，在征得“疯牛”主人同意后，现场特
巡警一边疏散附近群众，一边寻找最佳射
击位置，在确保周边环境绝对安全的前提
下，处置巡警果断开枪射击，“疯牛”应声
倒地被成功击毙，安全隐患被彻底消除。

疯牛发狂失控伤人 民警果断击毙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西宁最高气温超过30℃

本报讯（记者 一丁）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
因无污染、噪声低、乘坐舒适一经上线就立刻
受到乘客欢迎。记者7月13日从湟源公共交
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获悉，从当日起湟源至西
宁的701路公交车将上线10台新能源纯电动
公交车。

为进一步带动湟源县旅游业的发展，缩小城
乡二元化差距，打造绿色低碳的城市公共交通，推
进湟源县至西宁市区公交客运无缝衔接，在湟源
县交通运输部门及西宁公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湟源公交公司更新购置了10台比亚迪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并将10台车全部投入到701线路上运
行。据悉，湟源至西宁701路公交车共有25台公
交车，原有车辆都为燃气车型，如今更新新能源纯
电动公交车后，将更好地为沿线群众出行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借着此次更新新能源纯电
动公交车的东风，湟源公共交通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还将在 701 线路上采取公车公营运营管
理模式，全省公交行业在该线路上首次尝试分
段优惠收费刷卡系统。据了解这种刷卡收费
方式十分便捷，全程乘客需刷卡两次，半程乘
客需刷卡一次，根据刷卡的路程计算费用，免
去了以往的乘车纠纷。乘客半程刷卡3.15元、
全程投币7元、刷卡6.3元，该路线还支持刷码
乘车（包括微信、支付宝、银联）。目前，该线路
分段计费两票制系统正在升级当中，预计于本
月低开始安装实施。

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上线后将进一步扩
大运营规模，增加运营班次，优化运营服务品
质，满足该线路沿途群众及外来旅客出行需
求，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方便周到、经济舒适
的乘车体验，使湟源县出行群众真正享受到与
城市居民同等的乘车待遇，将党和政府的改革
成果和惠民政策与民同享、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王琼）党史学习教育
中，湟中区针对农村党员流动性强、集中
学习难、个体差异大等问题，创新思路，多
措并举，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按照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学习模式，抓实、抓
细、抓牢流动党员党史学习教育，确保流
动党员党史学习教育“一个不掉队”。

据了解，湟中区坚持“党史学习全覆
盖”的原则，积极探索流动党员教育管理
的新途径、新方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流动党员学好党
史这门“必修课”。根据流动党员特点，
湟中区各党组织通过入户调查、电话沟
通等方式积极联系外出务工的流动党
员，对流动党员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登记，
切实做到“七个掌握”，即掌握基本情况、
掌握外出去向、掌握就业单位、掌握联系
方式、掌握联系地址、掌握学习情况、掌
握思想动态，并建立流动党员工作台账，
进行动态更新。本着“流动党员到哪儿，
组织就覆盖到哪儿，确保流动党员学好
党史必修课”的原则，建立流动党员“一
对一”联系制度，将流动党员分配给本党
支部在家党员，定期通过电话、微信等方

式，了解流动党员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工
作状况，督促流动党员能够正常参加党
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的教育管理，自觉
缴纳党费，自觉接受党性洗礼，在全区经
济发展中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针对
大多数流动党员现状，创新模式，依托
QQ 群、微信群，建立流动党员“网上党
支部”，向流动党员适时推送党史学习教
育内容，并以电话联系、发送活动视频图
片等形式加强与流动党员的“零距离”沟
通，并给流动党员布置“组织作业”，要求
他们每月给所在党支部汇报思想动态，
将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每个流动党员身
边，让党史学习教育“不落一个支部、不
落一名党员”，实现“离村不离党，流动不
流学”。各党组织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流动党员在外学习的必修课，积极
开展“送学上门”活动，依托“湟中融媒”

“青春湟中”“微湟中”“湟中党建”等微信
公众号、学习强国APP、主题党日等线上
线下媒介，全面打造党史学习教育“指尖
课堂”，确保流动党员不管在哪里、不管
在干什么，都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
行学习。

湟中多举措

让流动党员学党史“一个不掉队”

首选麦秀？我省将建黄南机场

湟源至西宁上线10台新能源公交车

全省首例分段优惠收费实行

本报讯（记者 刘瑜 通讯员 范生栋）为全
力推进生态宜居北区建设，传承弘扬河湟文
化，有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增强北区经济活
力，7月12日，由城北区政府主办的西宁河湟
文化旅游艺术节第四届美食节城北区分会场
暨城北区第二届街舞大赛活动盛大开幕。

美食节城北区分会场活动，以共品饕餮盛
宴、共谋旅游发展、共享健康生活为出发点，以
激活经济、促进消费、提升百姓幸福感和归属
感为落脚点，通过河湟花儿、体育赛事、美食街
区、街舞大赛等多元素活动板块，将美食节打
造为文化与美食共享的盛宴。旨在把北区饮
食文化、河湟民俗特色、文化惠民演出、全民健
身以及旅游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北区“生

态宜居品质城北”质量，为聚力建设现代美丽
幸福大西宁贡献北区文旅力量。

开幕式以丰富的美食板块配合舞美、光
影、街头艺术表演等多种互动形式，以歌唱北
区为开篇，以文旅推介为引导，以街舞对决为
看点，充分展示河湟文化和城市现代时尚气
息。美食节预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实现营
业收入2000万元。

本次西宁河湟文化旅游艺术节暨第四届西
宁美食节城北区分会场活动后期，还将筹备举办

“花儿”会、庆祝建党百年“唱赞歌 感党恩 跟党走”
文化活动、文化惠民“消夏广场”系列活动、全民健
身系列活动、大墩岭系列赛、土火锅节、街舞大
赛、宋家寨面食文化节等丰富多彩的节点活动。

西宁美食节城北区分会场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