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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治超：一超四究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 记者

昨日从省公路运输管理局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重点货运企业源头
违法超限超载处罚， 有效治理我
省重点货运源头企业超限超载工
作， 从即日起， 我省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治理将实行 “一超四究”
制度。

据悉， “一超四究” 制度是
对检查发现或路政管理机构抄告
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 依法追究
相关车辆、 从业人员、 道路运输
企业、 重点货源单位责任。

省运管局要求各市、 州运管
处要加强对货运源头企业、 货运
运输企业、 货运车辆驾驶员的重

点宣传， 让其了解掌握 “一超四
究” 的具体内容， 明确各自职责
以及违法违规可能产生的法律责
任。 强化源头巡查监管力度， 对
相关部门抄告的重点源头企业及
货运物流企业、 人员、 车辆超限
超载的违法违规行为， 要及时、
认真核查处理。 对核定的 “黑名
单” 要及时在网站和当地的主要
媒体上公告， 加强社会监督。 并
与路政、 交警、 安监、 工商等治
超成员单位沟通协调， 建立辖区
内源头监管和路面治超联动机
制， 严格落实省治超办制定的
“十条禁令” 和 “五不准” 规
定。

本报讯 （通讯员 师成森）11 月 23 日，
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工业园区的中国移动（青
海）数据中心奠基开工。

中国移动（青海）数据中心工程，分三
期建设，可提供 3200 个机架的服务能力。 本
期工程新建建筑 3 栋，总建设规模 28205 平
方米。 采用虚拟化、云计算、绿色节能等技
术， 仓储式机房及配套功能的建设模式，充
分体现低成本、低能耗、扩展灵活的建设要
求，在服务青海移动集中化的 IT 支撑平台、
核心网和业务平台的基础上， 面向政府、企
业、个人客户开展业界领先的 IDC、公众服
务云等业务，并对园区入驻企业在 IDC 主机
托管、系统维护、企业信息化支撑等方面提
供优质的服务。 它的建设不仅是青海移动业

务发展的需要、网络安全的需要、储备机房
资源的需要， 也是青海移动提升信息化水
平、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信息消费的重
要举措。

省委省政府对此项工程予以充分关注
和大力支持。 4 月 2 日，相关领导到海东工
业园进行调研，了解园区特色优势产业、新
兴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听取了青海
移动关于数据中心总体规划和目前建设进
度等方面情况。 期间有关部门领导多次听
取青海移动汇报， 对工程建设予以有力支
持，要求青海移动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积
极推进项目建设； 要求海东工业园区管委
会对建设用地给予支持， 并积极争取云计
算数据中心电力供应优惠政策。

中国移动
（青海）数据中心开工

我省高考报名下月 15 日开始
本报讯（记者 陈俊）同一考生在不

同考区重复报名将取消考试资格、“非
直系亲属”变更为“直系亲属”不予报
名体检，取消“乙肝五项”和 HBV-DNA
检测。 昨日，记者从省招办了解到，我省
2015 年普通高考报名 12 月 15 日开始，
26 日结束。

户口在就读中学所在州（县）的应
届高中毕业生，由所在学校报名初审，再
由考区招办复审； 省内跨地区就读高中
毕业生，回户口所在州（市县）招办报名
（西宁市四区内户籍应届毕业生在就读
中学报名）； 往届高中毕业生和省外就
读高中毕业生到户口所在州县区招办报
名； 省内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准在非户籍
地报名； 往届高中毕业生不准在补习学
校或原毕业中学报名； 省外就读高中毕
业生不准在省内中学报名， 否则将取消

考试或录取资格。 同一考生在不同考区
重复报名的，也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考生报名时须提供户口簿、身份证、
就读高中学校的证明、家长单位证明。往
届生还要提供补习学校的证明、 往年在
我省参加高考的档案（含报名表、资格
审查表、高中学考成绩单、高中阶段学籍
档案材料） 同时报名时现场采集电子
照。

户口簿必须是公安部门入网打印本。
凡是曾从省外迁入我省的户口，必须提供
考生及家庭成员从省外迁入我省的 《准
迁证》《迁移证》复印件，并由落户派出
所和批准落户的州、县（区）公安局加盖
户口专用章。 将户籍迁移手续中的“非直
系亲属” 在户口簿上改成 “直系亲属”
的，不予报名。

学生体检时间由考区招办确定。 体

检中取消“乙肝五项”和 HBV-DNA 检
测；保留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简称转氨
酶）检测。 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不得
进行乙肝项目检测；如果转氨酶异常，可
进一步明确诊断。

资格审查由考区招委会牵头，教
育、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联动。并分四个
阶段：报名过程为第一阶段，对所有报
名学生的户籍、学籍进行审查，不符合
在青报考资格者不予报名；高考前为第
二阶段， 对已报名学生的资格进行核
查，对举报、可疑对象的户籍、学籍进行
摸底和走访调查，尤其对户口簿、迁移
手续的真实性进行比对，不符合条件学
生在发放《准考证》前报省招办注销；
高考结束至填报志愿期间为第三阶段，
对高分考生重点审查；招生录取过程为
第四阶段。

10个服务区个个有特色
我省五条在建高速土建部分设计完成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昨日，记者
从省公路科研勘测设计院了解到， 我省
目前在建的茶格、大久、香花、德香、共
玉五条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收费站及劝
返车道的设计已顺利完成。 施工单位将
根据设计择日开工建设。

据悉， 茶卡至格尔木公路改扩建工
程高速公路全长约 472 公里， 计划设置
茶卡、都兰、伊克高里、诺木洪 4 个服务
区，9 个收费站及劝返车道。 香日德至花
石峡段高速公路全长约 155 公里， 计划

设置沟里服务区、4 个收费站及劝返车
道。 大武至久治公路扩建工程高速公路
全长约为 228.5 公里， 计划设置门堂服
务区、7 个收费站及劝返车道。 共和至玉
树公路改扩建工程高速公路全长约 330
公里，计划设置河卡、温泉、黄河沿 3 个
服务区、2 个停车区、8 个收费站及劝返
车道。 德令哈至香日德段高速公路全长
约 165 公里，计划设置查干格勒服务区、
1 个主线收费站及劝返车道。

据了解，这 5 条在建高速公路的 10

个服务区占地面积均约 200 亩， 具备餐
饮、住宿、休息等服务功能。 此外，10 个
服务区在外观设计上， 都结合了当地的
风土人情及地形地貌，每个都独具特色，
无一重复。

此外，根据省交通运输厅今年出台的
治超工作方案，劝返车道应纳入新建、在
建高速公路前期项目规划，同步设计、同
步建设。 而这五条高速计划建设的劝返
车道是我省第一批在建高速公路修建的
劝返车道。

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 2014 年度“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正式启动，这是人
社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
开展的第 12 届专项就业服务活动。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7 日， 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周”活动，活动的服务对象为 2015
届高校毕业生、往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基层项目服务期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 活动期间，我省将通过开
展网络招聘会、现场招聘会、就业创业指
导、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进校园、就业创业
政策措施宣传等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
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

多部门联合“清扫”
农牧区食品环境

本报讯（记者 李艳芳）康师傅变成康
帅傅、食品包装袋上缺少相关信息、店铺没
有证照……在农牧区， 一些商贩利用农牧
民意识薄弱等因素，出售问题食品。 根据国
家要求，我省启动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
规范”专项整治行动，11 月 25 日，我省召开
“四打击四规范”新闻发布会，专项整治取
得了阶段成效。

全省药监部门、工商部门及质监部门联
合开展此次整治活动，从流通、监管、食品
生产等环节入手， 查处了西宁市城北区青
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地下库房， 私自
对已经过期的食品， 进行生产日期更改后
再次出售的黑窝点。 并重点对使用明胶生
产和使用企业进行专项检查， 检查相关企
业 40 家，未发现产品安全问题。

截至 11 月底， 全省各级药监部门共出
动执法人员 4369 人次， 检查各类农牧区餐
饮单位 6899 家次，共办理餐饮食品案件 21
起，罚没金额 4.94 万元，查扣无中文标志肉
产品 50 公斤，下达整改意见 469 条，责令整
改 80 户，取缔无证小餐饮 38 家，检查食品
经营户 10503 户， 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
103 起。

11月 25 日晚， 武警
青海总队后勤保障基地
为退伍老兵举行欢送晚
会。 浙江万利有限公司青
海分公司相关人员给退
伍 战 士 们 送 去 了 价 值
15000 元的慰问品， 城中
区瑞驰社区的文艺团体
和南川东路小学的老师
们为即将退伍的战士送
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本报记者 张娜
通讯员 周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