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力挺
马铃薯产业化经营

本报讯（记者 蔡雅雯）近日，本报刊发
《洋芋成主粮 我省迎来大机遇》 的报道后，
洋芋被扶正当主粮的消息已是家喻户晓。 我
省是全国马铃薯生长发育最适宜的生产区之
一，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仅次于油菜，名列第
二。 青海人大多数都是“洋芋粉”，在得知此
消息后，更加关注我省洋芋产业的发展。 1 月
15 日，记者从省农牧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
我省将不负众望进一步扶持马铃薯种植。

据了解 ，2014 年我省粮食总产达到
115.6 万吨，实现“九连增”。今年，我省的主
要目标是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产量、
提产能，依靠科技，主攻单产。继续推广全膜
双垄栽培技术 130 万亩，施用配方肥 300 万
亩，粮油高产创建 54 万亩以上。 加大秸秆还
田、绿肥种植、土壤改良培肥等技术推广力
度，大力推广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和病虫害统
防统治等关键技术，在主产区通过农业技术
集成增科技增产量。

在我省，马铃薯早已成为家家户户餐桌
上的必备食物， 由于我省马铃薯产量高、质
量好，已享誉国内外。今年，我省将围绕马铃
薯主粮化战略， 强化规划引导和技术攻关，
选育优质、高产、抗逆性品种，提高脱毒率，
支持马铃薯生产、加工、流通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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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提高本地应季蔬菜自给能力
本报讯（记者 蔡雅雯）每天都能吃

到产自本地的绿色、有机、新鲜蔬菜，每
天都能喝上出自本地的放心牛奶， 每天
都能买到平价优质的本地牛羊肉产品，
对于每一个青海人来说这无疑是理想的
生活。 为了保供应、稳物价，今年，我省
与百姓“菜篮子”“米袋子”紧密相关的
农牧工作将有新突破。 1 月 15 日，记者
从省农牧业工作会议上获悉， 我省将不
断提高“菜篮子”供应水平，提高本地应
季蔬菜自给能力。

2014 年全省蔬菜喜获丰收， 总产量
达到 160 万吨，增加 1 万吨。 这一年，全
省“菜篮子”建设和生产基地向沿黄流

域转移。 为了保证“菜篮子”供给，省财
政安排资金 4.14 亿元，新建日光节能温
室 1.47 万栋、 旧棚改造 3800 栋、 拱棚
1200 栋，政府统建温室 600 栋。我省还建
立了露地蔬菜种植补贴制度， 种植补贴
面积 31 万亩。 2014 年，基地和市场的生
鲜乳、蔬菜、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监测合格
率分别达到 100%、95%、99%、96%。

今年， 我省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动
蔬菜基地向黄河谷地转移， 向柴达木区
域拓展。 落实基本菜田红线保护制度和
露地蔬菜种植补贴制度。 我省将稳步推
进日光节能温室 1.1 万栋， 改造温棚
5000 栋，配套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重

点提高设施农业蔬菜种植率、产出率，提
高本地应季蔬菜自给能力。 指导专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按市场需求、季节需求发
展露地蔬菜。推进蔬菜标准园建设，建设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此外， 我省将启动奶牛分散养殖
“出户入园”计划，新建一批标准化机械
挤奶站、 百头以上奶牛标准化养殖小区
建设，推动分散养殖户向养殖小区集中。
加快沿黄流域冷水鱼产业带发展步伐，
扶持鲑鳟鱼苗种繁育， 新建高标准冷水
网箱两万平方米以上， 加快打造黄河流
域现代冷水渔业产业带。

出租车计价器调整:最快 3 分钟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出租车涨

价了———这个话题经过亦假亦真的讨
论如今变成了现实。 从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西宁市的出租车开始分批调
整计价器。

正式调整前准备充足
昨日 9 时许， 首批调整计价器的

出租车，已经在省出租车计价器计量
检测中心门前排起了长队。 检测中心
门前的一面墙上，悬挂着此次调整计
价器的流程表和收费明细。

进入检测中心的工作间， 工作人
员正在分类调整从窗口交上来的计
价器。 据检测中心石主任介绍，接到
调价通知后，中心立即将调价方案告
知各计价器生产厂家， 厂家经过编
程、测试后，再将计价器发给中心，中
心在经过最终测试， 确保万无一失
后， 才能正式调整出租车上的计价
器。 “准备时间其实很紧。 ”他说。

调整一个最快只要 3 分钟
据石主任介绍， 按照计价器的生

产厂家， 此次调整工作分成 3 个小
组，除中心的工作人员外，每个厂家

至少派遣了 1 名工作人员来辅助调
整。 依照这种人员配置，现在每 3 至 5
分钟就能调整一台计价器。

本次出租车调价， 有近 500 台计
价器需要更新。石主任说，这些需要更
新的计价器由于使用时间过长， 功能
上已经不能满足现行的计价需求，因
此需要更换。 而更新过的计价器除了
能满足本次调价后的计价功能需求，
还预留了一些如机打票等功能， 方便
日后升级。

调整不影响司机营运
调整计价器期间是否会影响司机

营运？ 采访当中，大部分司机表示，调整
计价器并没有耽误自己太多的营运时
间。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车行会根据
时间段通知司机前往中心调整计价器，
因此， 并不会出现长时间排队的现象。
“一辆车从等待到调整完计价器，最多
不会超过 20 分钟，效率还是蛮高的。 ”

羽毛球团体大奖赛
火爆来袭

本报讯（记者 朱西全）进入 2015 年，我
省的全民健身活动精彩不断， 记者从省体育
局获悉，2015 年青海省“华德杯”迎新春羽毛
球团体大奖赛，将于 1 月 24 日至 25 日举办。

羽毛球作为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 在我
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我省发展全民
健身积极推广的运动之一。 为进一步贯彻落
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掀
起 2015 年全民健身的新高潮，省体育总会将
举办迎新春羽毛球大奖赛，为我省的羽毛球
运动添一把火———将于 1 月 24 日至 25 日举
办羽毛球团体大奖赛。 比赛分为男子团体和
女子团体两个大项，我省的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羽毛球俱乐部均可报名参赛。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按照西宁
市人民政府对于本次出租车调价的批
复，出租车的起步价从 6 元 /3 公里调
整至 8 元 /3 公里，公里运价从原先的
1.3 元 / 公里调整至 1.6 元 / 公里，营
运候时费由原先的 0.26 元 / 分钟调整
为 0.32 元 / 分钟。

此外， 本次调整还新增了高峰时
段营运候时费。 每日 17 时至 20 时按
照 0.48 元 / 分钟的计费标准收取。

那么， 调整后市民到底会多支付
多少费用呢？ 记者以从青海日报社到
交通巷为例。 一路上必会经过三个大
的路口，分别是报社十字、党校丁字路
口和同仁路十字。 6 元时代，一般情况

下， 从报社到交通巷计价器会显示为
8.9 元左右。 其中有 6 元的起步价，2
公里 1.3 元 / 公里的公里运价，和 0.26
元 / 分钟的营运候时费。

那么，进入 8 元时代以后呢？ 按一
般情况计算，8 元的起步价，2 公里 1.6
元 / 公里的公里运价， 再加 0.32 元 /
公里的营运候时费， 最终的费用约为
11.5 元。 乘客较以前多支付了约 2.6
元。

但如果一路遇到红灯呢？ 三个路
口的红灯基本都在一分钟左右，6 元时
代就需支付 0.78 元的营运候时费。 这
样，最终的乘车费用就变成了 9.4 元左
右。

调整后如果遇到三个红灯， 需支
付的总车费约 12.2 元， 较之前多支出
了 2.8 元。

也就是说，调价后，此路段较之前
需多支付近 3 元的费用。 如果遇到高
峰时段呢？ 算上堵车时间，6 元时代此
路段高峰时期最多支付 10 元左右的
车费。 那么调整以后呢？

不计算堵车时间， 仍然按照三个
红灯三分钟的时间计算，调整后，此路
段高峰时段的计费为 8 元的起步价，
加上 3.2 元的公里运价， 再加上 1.44
元的高峰营运候时费， 最终的费用为
约 12.6 元。如果再算上堵车时间，最终
支付的费用可能在 15 元左右。

调价后 车费松松上十元★★相关新闻★★

青海建立三家
网络消费维权联络站

本报讯 （记者 王雅琳 通讯员 罗维）记
者从省工商局获悉，目前，我省在美团网和
窝窝团上已经建成属于青海本地的网络消
费维权联络站，并在本地青海商务网同样建
立了维权站点。 以帮助青海本地网络消费者
在遇到疑难纠纷时， 就近找到投诉渠道，尽
快拿到解决方案。 未来，随着青海省电子商
务的崛起，我省的网络消费维权站还将进一
步扩大。

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我省
工商部门已经建设完成“网络交易监管信息
网”“网络交易监管系统”“网络交易监测
中心暨电子数据分析室”，实现了“以网管
网”。 全面向电商经营者提供红盾电子标识
申请服务， 以先进的网络搜索技术为手段，
健全网络经营主体 1500 余户，购置了电子数
据证据采集、固定、分析等专业设备，为网监
综合执法和案件等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技术
支撑。

2014 年，我省已经对 159 家医药企业和
医疗机构的网络广告发布行为做了行政约
谈， 行政告诫 3 家涉嫌违法的广告发布单
位，查处网络广告违法案件 14 起。 配合相关
部门，开展了整治互联网药品经营、禁止以
电子商务名义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打击治
理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打击非法销售“伪
基站”和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违法犯罪、防范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动。

� 工作人员正
在调整计价器。

本报记者
郑思哲 摄

1 月 15 日，青海日报社组织
全社离退休老干部共 70 多人参
观了西宁火车站， 通过观摩宽敞
明亮的候车室、感受“和谐号”动
车组驶入站场的动人情景， 老同
志无不感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
果。

本报记者 黄灵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