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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运旅客吞吐量过百万人次 新增过夜运力 5 架

曹家堡机场过夜运力居西北第二
本报讯（记者 彭娜 通讯员 郝瑞芳）8 月 31 日

暑运结束。 暑运期间，西宁曹家堡机场运输起降航
班 8955 架次，旅客吞吐量 1058348 人次，同比分别
增长 21.2%和 17.8%。

暑运自 7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其间，曹家堡
机场新开大连至石家庄至西宁、 沈阳至烟台至西
宁、长沙至西宁至敦煌、青岛至石家庄至西宁、西宁
至西安至哈尔滨 5 条航线； 新增过夜运力 5 架，过
夜运力总数达 12 架， 成为西北地区除西安外过夜
运力最多的省会机场， 并在一些热点城市加密航

班。 其中，7 月 26 日旅客吞吐量达 21528 人次，8 月
5 日运输起降航班达 165 架次， 分别创曹家堡机场
单日运输生产数据历史新高。 旅客以赴青游客及暑
假学生潮为主。

除曹家堡机场外，暑运期间，格尔木机场完
成运输起降航班 414 架次， 旅客 37665 人次，同
比分别增长 59 . 2% 、39 . 6% ； 玉树机场完成运输
起降航班 376 架次，旅客 33644 人次，同比分别
增长 3 . 9%、2 . 2%； 德令哈机场完成运输起降航
班 38 架次，旅客 1979 人次。

8月 30 日下午，“西宁首个甲写实体
样板段 【万达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
楼】绚丽开放。 这场轰动全城的活动，吸
引了千余名投资者和新老业主来访。此次
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实体样板段的开放，
让广大西宁市民提前感受万达广场未来
的商业氛围以及财富感召力。 同时，万达
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实景样板段的
盛大开放，将全面推动西宁海湖新区商圈
的崛起，加速西宁商务格局的升级换代。

8 月 30 日 14 时许， 现场已是人山人
海，场面热闹空前。 在一场隆重而高调的
开场秀后， 西宁万达领导为活动发表致
辞，表达了对西宁万达广场繁华未来的信
心， 并对甲写样板房规划设计进行解读，
随后在近千名来宾的共同见证下，与著名
组合 - 动力火车、 国际知名超模 - 马艳
丽共同启动甲写样板段的开放仪式，现场
气氛瞬间被推向了高潮。动力火车的倾情
献唱，青春洋溢的歌喉让现场来宾感受到
万达广场带来的激情昂扬。 此外，现场抽

奖、明星互动等精彩节目，让到场嘉宾欢
乐不已，整场活动让西宁市民体验到了国
际万达为西宁注入的新鲜活力。

活动当天， 甲写样板段内人潮涌动，
是最为热闹的一个区域。万达广场的工作
人员带领着众多客户对实景样板段进行
了参观，并详细介绍到甲写样板段的配套
设施和未来规划。西宁万达甲写整体呈现
开放式布局，具有企业业态灵活，商务氛
围浓厚，企业精英汇聚等特征。 而甲写样
板段在户型设计上借鉴了国际知名设计，
让人置身国际都市之感， 而空间设计、内
部装修、硬件配套也极具前瞻性，样板段
内商务格局与舒适的配套设施让到场的
嘉宾惬意不已，不少业主感叹万达打造高
端甲写的实力，坚定了投资万达甲写的信
心。 在参观过程中，众多客户向置业顾问
不断地深入了解甲写的各类情况，对【万
达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 的投资也
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早已见惯大都市商务办公的商界精

英也对万达中心啧啧称赞，他们说万达中
心的软硬件标准绝对是超乎想象———4
米层高、10 米挑高大堂、 五星级物管、16
部锋速电梯、LOW-E 镀膜玻璃、1500 多
个停车位等硬件设施是青藏地区写字楼
之前所未有的。 在软件方面，西宁万达中
心更是以无可比拟的真正的 5A 智能化
来打造，让西宁真正拥有一座名副其实的
国际化 5A 智能化写字楼，汇金融理财中
心、总部集群中心、商贸展示中心、国际
商务交流中心、顶级总裁会客中心等多重
功能于一体。

———动力火车、马艳丽现场全程助阵 火爆人气 轰动全城

参与资格：
活动期间， 本人需在西宁万达广场置

业顾问引领下参观【万达中心·5A 甲级写
字楼】样板段。

参观结束后，需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与
置业顾问共同填写登记表与抽奖券信息。

参 与 抽 奖 者 现 使 用 的 手 机 必 须 为
Iphone 手机 （限 iPhone5，iPhone5S 两种机
型）或者三星手机（限 note3，三星 S4）。
活动说明：

·本活动时间为：9 月 2 日 ~9 月 30 日，
每周末在西宁万达广场营销中心进行现场
公开抽奖，每周 5 部 iphone6 中奖机会。

·填写表格时， 每人只可填写一张奖
券， 获得一个抽奖编号， 重复多填将取消
参与资格。

·开奖时如未中奖， 可参加下次开奖，
本活动期间每人仅限一个中奖名额。
抽奖说明：

·现场抽奖时，需本人持有效身份证到
场，否则中奖视为弃权。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为西宁万达广场所
有。

西宁万达中心
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实体样板段震撼开放

西宁万达广场建筑了两栋独立的万
达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 万达中
心作为西宁市重点工程、西宁万达广场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万达中心鼎立城市中央，
不仅在高度上刷新了西宁城市天际线，一
举改变城市商务形象，在建筑造型、空间
设计、内部装修、硬件配套等各方面也极
具前瞻性，同时，携国际优良物业服务而
来，打造青藏首席国际企业总部，成就世
界 500 强的壮志雄心。 而万达中心·国
际 5A 甲级写字楼样板段的盛大落成，将
成为西宁市乃至青海省甲写的里程碑。

据悉，【万达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
楼】于 8 月 30 日正式开始认筹，现认筹 2

万抵 10 万，而认筹整层【万达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 则有更多的惊喜优惠。
西宁万达甲写位于西宁万达广场南区，纵
贯万达广场中轴地段， 与城市商业街贯
通，紧邻昆仑大道和普丰路，坐享整座 88
万 m2 世界级城市综合体全业态资源；不
仅可以共享万达商务服务资源，而且拥有
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的支撑，汇聚大量的
政要商贾、 商务精英等城市高端消费群
体，商圈集聚效应明显，使投资业主得到
了最大的升值保障；未来众多金融机构聚
集万达，形成金融产业集群效应，商业氛
围浓厚。 万达中心·国际 5A 甲级写字楼
的推出为西宁万达广场居住、办公、消费

的人群提供更为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同
时， 青藏首席 国际企业总部———万达中
心也将为企业提供一个提升形象、实现更
快发展、更大跨越的平台，带动区域乃至
西宁商务的升级发展。

西宁万达广场开业后， 将集万千商机
于一体，融汇商业、商务、文娱、休闲等城市
一级功能设施， 为西宁人民带来更美好的
生活，同时将大大提升西宁市的商业水平，
推动西宁国际化大都市的前行， 并为西宁
市创造近万个稳定就业岗位， 每年产生上
亿元税收，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万达中心
———小苹果换大苹果，玩转 iPhone6 活动

青藏首席 国际企业总部，万达开启西宁掘金时代

努力提升工商行政管理水平
———省工商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定邦

全省工商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 《中共青海省委
关于加强“三基”建设提升执政水平的意见》精神，
结合当前开展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和第二批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加强法治工商、数字工商、和
谐工商建设，以市场监管和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切
实推动“三基”建设。

着眼夯实基础，依法有序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
革，努力营造宽松平等的市场准入环境。 顺应经济
社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中着

眼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加强窗口建设，规范数据统
计，完善工作流程，公开市场准入标准和条件，推行
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大力促进各
类市场主体竞相迸发。

强化基层建设，切实履行市场监管基本职责，努
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坚持心往基层想、事
往基层办、人往基层走的总体要求，通过加强基层
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执法办公条件，为提升市
场监管执法效能提供有力保障。 通过加强基层内部
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素质能力培养，优化窗口
服务，加强行风建设，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执法水平，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市场监管寄予的新期待。

坚持群众路线， 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努
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要围绕改善民生和群
众对工商部门的新要求， 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强化流通
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和有关服务领域消费维权，为社
会 和 谐 稳 定
发 挥 工 商 部
门 的 积 极 作
用。

“黄河彩篮杯”篮球赛正式开赛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发

路） 随着篮球运动在我省的普
及与发展， 不同形式的比赛为
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良好的
交流平台。 9 月 2 日，第十六届
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 “黄河
彩篮杯”篮球赛开赛。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西宁市、
海东市及各自治州、 省直机关、
省属高校等单位的 27 支篮球队
伍、344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设
有少年男子组、女子组和成年男
子组、女子组，比赛采用国家体

育总局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
新规则和解释。

本次比赛作为全省群众性
体育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全省各区、县间加深沟通与了
解、 加强体育文化交流搭建平
台。

一把手谈“三基” 7

8 月 31 日，第七届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在银川举行。 青海
平弦戏《未婚妈妈》荣获“优秀剧目奖”。 这也是青海平弦戏《日
月湾》 在 2010 年第五届中国秦腔艺术节荣获 “优秀剧目奖”之
后，青海平弦戏又一次在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上获得大奖。

通讯员 宋邦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