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运期间

西宁机场迎送旅客 89.9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 ） 8

月 31 日 ， 为期 62 天的青海机
场暑运工作圆满结束 。 暑运期
间， 西宁机场迎送旅客 89.9 万
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22.6%；
共保障运输飞行 7418 架次， 较
去年同期增长 29.2%。

记者从青海机场公司了解
到 ， 暑运期间 ， 西宁机场平均
每日架次达到 112 架次 、 旅客
吞吐量 14509 人次 ， 较去年同
期分别增长 20.4% 、 22.6% 。 8
月 8 日起 ， 单日吞吐量连续 3
天旅客人数达到 16500 人次以
上， 8 月 10 日、 15 日、 17 日架
次均保持 140 架次 ， 刷新历史
纪录。

暑运以来，西宁机场新增石

家庄、敦煌、南苑、无锡、天津、宁
波 、台北 7 个通航点 ，新开青岛
至石家庄至西宁、 济南至西宁、
厦门至南昌至西宁 、 西宁至敦
煌、南苑至西宁、无锡至西宁、天
津至西宁、 长沙至重庆至西宁、
宁波至西安至西宁、台北至西宁
10 条航线。 西宁机场通航点增加
至 37 个、航线增加至 48 条。 同
时， 东航加密 2 个西安航班、国
航加密 1 个北京航班，确保西宁
至西安每天至少 14 班、 西宁至
北京每天 9 班。 广州、 长沙、上
海 、南昌 、青岛 、济南 、杭州 、郑
州、重庆、南京 、乌鲁木齐 、厦门
等航线航班均有不同程度加密，
有效满足了日益旺盛的航空市
场需求。

青海飞龙通用航空公司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倪晓颖）8 月

30 日，青海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青海飞龙公司）正
式挂牌，首架飞机到场。

青海飞龙公司目前已购买
航空器 4 架 ， 包括 1 架空中国
王 350ER 型飞机 ；1 架 Y12E 型
飞机 ，计划 2013 年 11 月交付 ；
1 架 AC311 和 1 架 AC301A 型

直升机 ， 计划 2013 年底交付 。
未来 5 年内 ， 公司计划将机队
规模逐步扩大至 5 架固定翼飞
机 、5 架直升机 ， 共计 10 架航
空器。

青海飞龙公司主要定位在
青海至西藏、甘肃 、宁夏 、重庆 、
四川、新疆等周边省市区的通用
航空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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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公安检察机关多名干部被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新华社西宁 9 月 1 日电 （记者
马勇） 青海省纪检委日前通报 6 起
公职公务人员违纪案例， 因公车私
用、 酒后驾车肇事等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行为， 青海公安检察机关多名
干部受到查处。 这 6 起案例分别为：

今年 2 月 13 日，玉树藏族自治
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建林私用

警车前往山西探亲， 在一景区被拍
照并在网上曝光。 事发后，周建林在
对玉树州信访局和网民答复中，隐
瞒身份，虚假答复。 鉴于此，玉树州
委决定给予周建林免职处理， 并对
负有领导责任的玉树州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潘志刚进行诫勉谈话。

2011 年 9 月以来，西宁市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司法所所
长杜媛长期用警车接送孩子入托。
大通县监察局决定给予其行政记过
处分，全县通报。

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大队长马德志公车私用，
在网上曝光， 班玛县公安局给予撤
销其交警大队大队长职务处分。

黄南藏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副
局长哈卫东公车私用， 中途翻车造
成车辆损坏， 黄南州林业局党组决
定免去其副局长职务。

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黄河路
派出所巡防员何源酒后驾车造成车
辆损坏、3 人受伤，城西公安分局决
定对何源予以辞退， 对邀何源一起

饮酒并乘坐其酒驾警车的民警杨文
毅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对当天带班
的黄河路派出所教导员李小平给予
行政警告处分。

此外，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
第一民族中学副校长陈少华因上
班期间饮酒打人，受到行政警告处
分。

张家湾村民开了回“洋荤”
本报讯 （记者 姚兰）8 月 30

日，省城西区张家湾村的老少村
民，高兴地聚拢在村里的露天活
动场。 看完平常很少接触的乐团
演出后，村民们笑着说 ，以前只
在电视上看过几十个人在一起
演奏， 这回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真让大家开了回“洋荤”。

为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 ， 为基层百姓送去欢
乐，让高雅艺术植根民众 ，城西
区政府和省文化馆、城西区文化
馆组织了 50 场演出，为村民、农

民工、部队官兵等群体送去文化
大餐。 在张家湾村的演出中，乐
团为观众献上了《春节序曲》《地
道战》等传统曲目，还演奏了《拉
德斯基进行曲》等西方古典音乐
的经典之作。 村民李富兰乐呵呵
地说，笛子独奏《牧民新歌》同样
表达了富起来的农民的心声 ，
“以前在村里只看过唱戏和唱
‘花儿’的，这回知道啥叫乐团演
出了。 农民在家门口能欣赏到高
雅艺术， 也算是开了回 ‘洋荤’
了。 ”

↑9 月 1 日，西宁市城中区西关街小学在举行完升国
旗仪式后，学生们在印有“良习修美德 争做高原好少年”
条幅上签名。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全运会 10 米气手枪比赛

赵源龙打出青海史上最好成绩
本报沈阳专电 （记者 朱西全）9

月 1 日，全运会 10 米气手枪比赛在
沈阳柏叶体育馆展开， 我省小将赵
源龙在高手林立的比赛中脱颖而
出， 创造了我省在此项比赛中的最
好成绩。

当日上午， 在柏叶体育馆展开
了 10 米气手枪预赛， 出生于 1989
年的我省小将赵源龙， 不畏众多高
手，在首局发挥失利的情况下，顶住
压力，以 577 环的成绩在 58 名选手

中获得了第 7 的成绩， 顺利进入决
赛。 决赛中，前三枪过后，发挥神勇
的赵源龙名列第三， 但在随后的比
赛中，因发挥失利，最终收获了第八
名， 这个成绩创造了我省在此项比
赛中的最好成绩。

赛后， 第十二届全运会青海代
表团副团长、 省体育局局长冯建平
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发展，我省竞
技体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参
赛的运动员充满了信心。 比赛第一

天，在高手林立的 10 米气手枪比赛
中， 我省运动员赵源龙能取得第八
的好成绩，是一个奇迹，也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省在这项运动中取得的
最好成绩。 冯建平说，这主要得益于
我省体育近几年的发展思路和省委
省政府对体育的重视， 也是全省人
民对体育事业发展支持的结果。

←9 月 1 日，2013 年秋季开学第一天， 西宁市城中区
北大街小学的学生们庄严地在操场上升起国旗。

本报记者 陈俊 摄

“新年新衣”温暖青海娃
◇本报记者 保嵘 文/图

9月 1 日，2013 年 “新年新衣”
活动青海启动仪式在海南藏族自治
州共和县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学
举行，腾讯公益基金会和演员唐嫣给
这所学校的学生送去 683 套棉衣、文
具和糖果，作为新学期的开学礼物。

志愿者爱心传承
民族寄宿制小学的学生能穿上

这身棉袄， 跟志愿者的努力密不可
分。 “ ‘新年新衣’是上一届志愿者跟
腾讯取得联系，一直在沟通，但由于
去年学生放假没有做完这项公益活
动，这也成了上一届志愿者的遗憾。”
河北大学第八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王丽斯介绍， 他们今年刚大学毕业，
想走向西部，看看西部教育事业的现
状，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实现了他们
的梦想。 从今年 6 月开始，他们便跟
上一届志愿者交流，积极和公益项目
负责人联系，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这
个项目成功实施了。 王丽斯说，河北
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的心里都有
一个口号：“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
件终生难忘的事。 ”

收到礼物很开心
启动仪式现场，演员唐嫣为排队

领取开学礼物的小学生发放棉衣和
文具， 并耐心地为小朋友穿上棉衣。
今年上二年级的多杰太穿着新棉衣，
手里拿着一盒文具，用不太流利的普
通话说：“收到你们送来的礼物，我很
开心。”学校校长东主尖措介绍，倒淌
河镇共有七百多户贫困户，有些家庭
一年也买不了几件新衣服。

随后， 爱心车队来到青海湖附
近的倒淌河镇黑科幼儿园， 爱心人
士给孩子们送去糖果， 同行的剪纸
老师为孩子们现场表演剪纸艺术 ，
并将剪出的蝴蝶、 窗花送给小朋友
们。 一位爱心人士看到这所幼儿园
的小朋友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便主
动与幼儿园老师沟通， 留好学校地
址， 并承诺回去后立即采购一批玩
具寄往这所幼儿园。

直通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运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领到棉
衣和文具 ，
同学们开心
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