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千名环卫工人
享受“冰雪盛宴”
本报讯 （记者 祁晓军 ）1 月 15

日下午，西宁市城南奥斯陆滑雪场内
满眼尽是“橙衣军团”，来自西宁市
四区的 400 名环卫工人体验冰雪中
的快乐。 当天，由中新社青海分社和
西宁市城管局、西宁奥斯陆滑雪场共
同主办的“暖冬行动”感恩环卫工人
大型公益活动拉开帷幕，作为主题活
动之一的环卫工人欢乐冬日滑雪活
动在当天举行，西宁市四区两千名环
卫工人将陆续在滑雪场免费享受
“冰雪盛宴”。

34 岁的环卫工人马桂香滑了几
次雪圈后， 已经出了汗，“平时天天
上班，没有这样放松的机会，今天有
机会体验了一把滑雪带来的快乐。这
也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我们环
卫工人了。 ”

西宁市城管局环卫处处长李运
鹏满怀激动地说， 作为 “城市美容
师”的环卫工人，不论春夏秋冬，不
管严寒酷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为
了城市的干净整洁默默无闻地奉献
着。尽管他们是城市当中不起眼的一
群人， 但却是城市里不可或缺的力
量，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应该得到全
社会的尊重和感谢。同时希望更多的
人关注关爱环卫工人。

据了解，“暖冬行动” 感恩环卫
工人大型公益活动以贴近和了解环
卫工人的生活， 倾听环卫工人的心
声，切实帮助家庭困难的环卫工人解
决一些力所能及的问题，让全社会都
来关注关爱环卫工人为主要目的。考
虑到环卫工人大多年龄偏大，不适合
一些激烈的冰雪运动，主办方在设置
体验项目上做了精心的安排，主要提
供的都是安全无事故风险的项目，如
雪圈、雪蝶等娱乐项目。

奥斯陆滑雪场总经理朱培洪说，
希望这些环卫工人能免费享受一场
酣畅的冰雪盛宴，而且能得到更多的
尊重和温暖。

城西区治安“技防网”全覆盖

小区里电子警察全天候守卫
本报讯（记者 吴亚春）去年，西宁市城

西区在辖区主要路口、 繁华地段、140 个无
人看管小区和楼宇全部安装了可刻录视频
探头，由专人定期查看录像，发挥科技的安
防保障作用，使城西区治安防范能力明显增
强。 截至今年年初，城西区各类刑事案件立
案同比下降 33%，居民的安全感不断增强。

去年 11 月，省城西区发生一起入室盗

案件。 接到受害人报警后，警方调取高清视
频，迅速锁定嫌疑人。 最后，在标清视频和
高清视频接力使用下，嫌疑人被抓获。 据了
解，自高清探头投入使用以来，城西区依托
高清视频监控破获重大案件 90 余起。

近年来，城西区加强“平安西区”建设
步伐， 在同仁路昆仑花园建成社会服务管
理综合信息指挥分中心。 指挥中心除了有

600 只电子眼外， 还设有市民呼叫中心、数
字化城市管理指挥系统、 公共安全应急指
挥系统。 通过指挥中心的电子设备，城西区
每个社区、每栋楼、每个单元的基本情况都
能随时查看， 每一次的人员流动和变更都
能实时掌握， 每个街区的巡逻防范工作更
是做到了“空中有监控、地面有巡防、入门
有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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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稳坐投资增长头把交椅
本报讯 （记者 吴亚春）2014 年，西

宁市民间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58%，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 翻
看西宁市的投资 “账本”， 民间投资稳
坐头把交椅， 成为去年西宁市经济的亮
点。

2010 年，西宁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领

导小组办公室公布西宁重点鼓励民间资本
进入的六大领域， 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市
政公共事业领域、 社会事业领域、 商贸流
通领域、现代服务业领域、股权投资领域。
近两年，西宁市的办医、办学、轨道交通建
设等也纷纷向民间资本抛出 “绣球”，短
短几年， 民间投资得到快速发展。 实践证

明，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
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
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 有利于扩内需、增
供给、稳增长，激活企业的活力和经济发
展的内生动力。

今年， 西宁市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 制定新一轮民营经济倍增计划，培

育发展更多市场主体， 稳步推进国有企业
改革， 鼓励民营资本参股国有资本和交叉
持股， 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
同时， 将拓展项目资金渠道， 通过加大上
级专项资金争取力度、强化招商引资、 吸
引民间投资等多种形式， 缓解资金不足的
压力。

塔尔寺大景区今年将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杨健）今年塔尔寺大景

区计划实施文化旅游建设项目， 涉及 8 个
部门 16 项，这将进一步完善塔尔寺大景区
旅游服务功能，完善吃、住、行、游、购、娱旅
游六要素，全面升级景区软硬环境，实现再
升级。

今年，湟中县将以旅游标准化示范城
市创建为契机， 实施景区入口改线公路、
停车场、商业步行街等项目，启动建设景
区入口标志性建筑，完成游客集散服务中

心、 莲花湖景观提升及绿化美化工程，开
放运营河湟文化博物馆、“八瓣莲花”体
验中心，形成大景区文化旅游轴线。 合理
布局景区交通组织、旅游要素、信息服务
等配套体系，提升旅游景区软硬件建设水
平。 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确保陈家滩
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全面建
成投产，延伸文化旅游产业链条，提高文
化旅游产值在全县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打造农家乐样板示范

区，加快发展西纳川采摘、休闲、观光旅游
业。

按规划实施后，湟中县将形成以县城佛
光路至塔尔寺文化旅游一条街为轴线，建设
景区服务和景区管理两个中心，划分入口服
务、塔尔寺宗教文化旅游、城市商业休闲旅
游、八瓣莲花休闲旅游、山地生态保护五个
功能小区。建成后，塔尔寺大景区可形成吃、
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功能齐全、服务
完善的高品位旅游景区。

入冬以来， 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组织农民
群众开展篮球、拔河、秧
歌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 丰富农民冬闲时节
的文化生活。 图为青山
乡佐士图村村民开展拔
河比赛。

本报记者 赵俊杰
通讯员 贺盈东 摄

黄金口岸·进口商品直营中心新年贺礼 盛大开业
100%纯进口，足不出户享全球美食

全球新鲜食材，汇聚青青海港直营中心
黄金口岸依托广阔商业平台和自身强

大资源优势， 率先引进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于商业中心内建成的进口商品直营中
心———青青海港，已于 2015 年初盛大开业。

黄金口岸·青青海港进口商品直营中心
是我省首个为国际商贸公司及其企业在本省
的直营平台。主要进口商品来自 19 家进出口
贸易企业，主要种类有来自意大利、德国的
红酒、啤酒，来自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优质矿
泉水，来自澳洲、新西兰的进口牛肉、羊肉，
以及众多进口农产品、乳制品、饮料等。

天津港管委会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区
的通行做法和运作经验，以实现与国际自由
贸易港区功能对接为核心，已率先建成中国
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区为目标，从“货物流通
自由、资金流动自由、人员进出自由、企业经
营自由”四个方面，确立了 24 项具体改革
内容。以实现与国际自由贸易港区功能对接
为核心， 打造青海第一国际贸易 “黄金口

岸”。
鼎力海湖新区 定位西宁副中心

作为西宁城市快速西扩发展中，迅速崛
起的优势资源地，区域内以现代化商务经营
投资与时尚商业配套相结合，已建设落成有
大剧院、科技馆、体育场等大型公共服务地
标建筑。 如此，已确立城市副中心的绝对优
势地位。 金阳光大厦·黄金口岸位于海湖新
区商圈核心，邻近主城区，覆盖海湖广场以
西区域，以其不可复制的优势区位段，快速
通达的便捷交通网， 省内首个国际保税仓
库，成为新城区域内极具影响力和辐射效应
的优质项目。

作为我省重要经济发展、扩展海外贸易
往来， 搭建国际商贸平台的金阳光大厦·黄
金口岸， 依托全省前所未有的国际保税仓
库，成就国际商品的贸易海洋。蓄势待发，将
构建成为我省国际贸易大发展的重要前沿
阵地。同时为青青海港未来的快速发展和良
好运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平台。

国美城西雪龙店 5 周年大庆
———1 月 16 日 -1 月 18 日四店同庆

消费潜力今年成倍爆发， 国美开创
低价新纪元

本周末青海国美打响 2015 年继元旦
新年降价公告后， 第一个大型庆典活动，
超过 72 小时让利抢购，彩电、空调、冰箱、
厨卫等众多品类让利幅度将达 5０％，各
大厂家联手确保国美价格更低， 今日起，
巨额让利开启新年购物热潮。

据了解，受经济形势影响，去年年底
消费能力一直蓄积， 随着下半年经济形
势转暖，消费力将在今年年初爆发，市场
将比去年同期增长 30%—40%。 对此，国
美对大幅让利普惠做了全面部署， 提前
启动新年促销， 今日起 72 小时让利抢
购。

创新 2015�青海国美再创青海家电
市场低价新标准

据悉，“国美将以普惠制为基础，通
过价格直降、 超值赠礼以及大量特价机
投放等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全面让利消
费者，活动期间全场价格平均下调 50%，

家电抄底价将现国美各门店。 ” 青海国
美相关负责人介绍。 国美这次单门店周
年庆促销力度空前， 还对活动时间进行
了调整，做到天天有活动，日日有特价，
每天都有不同品类、品牌、型号的商品参
加让利，使国美倡导的“普惠”原则得到
更加完整、充足的体现和贯彻。 目前，各
大品类促销资源已开始投放市场。

周年庆狂欢节，万人空巷抢彩电
据青海国美市场部负责人介绍，针

对新年新婚、新居和家电换代增多，传统
大件家电需求上升的情况， 本周国美将
加大对彩电、冰箱、洗衣机、厨卫等商品
的投入力度。 千种电器 5 折起售，42 吋
智能 WIFI 液晶电视仅售 1899 元， 新飞
两门冰箱仅售 1299 元，创维顶开式 5 公
斤全自动洗衣机仅售 799 元； 同时购两
件商品以上满额再送松下数码相机 /32
吋京东方电视 / 三星 NOTE4 手机等。

创新 2015，国美永不止步
被信任是一种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