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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长期不用电高压客户进行销户的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规范供用电管理，按照《供电营业规
则》 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用户连续六个月
不用电， 也不申请办理暂停用电手续者，供
电企业须以销户终止其用电， 用户需要再用
电时，按新装用电办理”。 请贵单位自登报之
日起 30 天内联系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办理相
关用电手续，逾期将按销户处理。
大通县区域联系人朱晓明:15297198806;湟中
县区域联系人白杨:15297124541;湟源县区域
联系人李秉睿:18597017652。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长期不用电且多次联系无果客户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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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户名称 用户编号 用户地址 用电签约人
1 湟中县韦家庄建筑材料厂 0004121770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多巴镇韦家庄村委会 任寿春
2 韦家庄砖厂 0003719565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多巴镇韦家庄村委会 陶生金
3 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0049638716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甘河滩镇隆寺干村委会 徐 力
4 红泰环保空心砖厂 0004159911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甘河滩镇上中沟村委会 景绍祖
5 大通国宏加气混凝土建材有限公司 0002888125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贺家寨村委会 曹祥栋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
东柳村委会大通宁张公路 26 公里处

7 东柳砂石加工厂 0056178379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镇东柳村委会 何泰军
8 青海华捷天润工贸有限公司 0054980408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石山乡红垭豁村 宁玉华
9 大通县百信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0054980466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石山乡红垭豁村 文成邦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贺家寨村委
会黎明桥南 150 米处

11 大通矿区煤砖厂 0003301757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人民路 熊 武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新城村委

会宁张公路 30 号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新城村委会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宁张公路 27 公里处
14 青海新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巴燕峡电站 0004456777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巴燕乡巴燕峡村委会 夏 凯
15 青藏铁路公司房建生活段 0004492030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城关镇南小路火车站 索 巴
16 蔬菜批发市场 0004447812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城关镇居委会建设东路 冯友善

6 大通桥发脱硫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0003160738

10������长宁建材砂石厂 0002325545

12������青海华电大通发电有限公司 0003161568 ���

13������大通县韩师建材销售部 0062448260 韩福寿

马德仓

充守峰

姜家仁

本报讯 11 月 11 日 0 点，在全球互联网用户庆祝狂购
盛宴的同时，青海移动官方微信（公众号：青海移动和你
一起）、青海移动商城（shop.10086.cn），也开启了一场盛
大的青海移动线上狂欢嘉年华, 推出了线上话费半价购、
流量 5 折抢、终端疯狂秒等一大波精彩活动，吸引广大用
户参与之时将最大的优惠让利给了用户。双 11 当日，线上
交易额突破以往峰值日均 6 倍，创线上交易新高。

活动前几天，青海微信朋友圈里就流传着网络爆点“青海
移动双 11 省钱秘笈”和“良辰剁手攻略”，为即将到来的双
11青海移动线上活动铺垫和预热。 11月 11日 0点，活动上线
仅 60分钟，青海移动微信公众号及移动商城访问量峰值即突
破 3万人次，当日累计访问量突破 15 万人次，线上交易额突
破以往峰值日均 6倍，创线上交易量新高。

据悉，为满足用户便利使用需求，青海移动官方微信
公众号持续优化功能 ，青海移动用户仅需关注“青海移
动和你一起”公众号，即可在手机上进行话费、流量查询，
还可直接体验流量套餐办理，家庭宽带预约、流量转赠等
功能。 （李娜 王占录）

西宁羚羊路一男子被捅数刀身亡
一句话引发血案

本报讯 （记者 祁宗珠）11 月 15
日晚，有网友发微博称，羚羊路发生一
起命案，一人死亡，警察在处理现场。
16 日，记者从西宁市公安局城西分局
刑侦大队了解到，案件已经侦破。

15 日 18 时许，城西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接到 110 报警指挥中心指令
称，羚羊路有人持刀将人捅伤。 接到
报警后， 刑侦大队值班民警赶到现

场。 案发地
位于羚羊路
往南的一个
交 叉 口 ， 附
近围满了行
人， 一名男
子 躺 在 地
上， 地面上
有大量的血

迹。 不一会儿，120 急救车到达现场。
经医生确认，躺在地上的男子已经没
有生命迹象。

民警走访调查中，多位市民指认
行凶者为穿黑色毛衣，坐在一商店门
口抽烟的男子。 当晚，男子被抓获，
并交代了犯罪事实。

据办案民警介绍，案发前，受害
人秦某喝酒后从饭馆往家走。 半路
上，他遇到一位老熟人，两人一边聊
天，一边往前走，行至羚羊路往南的
岔路口时，两人准备各自回家。

就在此时，两人看到，岔路口一家
商店门口身穿黑色毛衣的男子不知什
么原因站在路边破口大骂。 “你骂啥
呢？ ”秦某问正在骂街的男子。“我骂
人怎么了，”男子这样说。

争吵中， 穿黑色毛衣的男子转身

从商店中拿出两把尖刀，向秦某走来。
秦某看到男子持刀即将刺向自己时，
赶忙抓起脚下的半块砖头往后退。

眼看着持刀男子离自己越来越
近， 秦某将砖头扔向了男子的头部，
由于脚下没踩稳，他直接滑倒后躺在
了地上。 随即，持刀男子向秦某的上
半身连戳三刀。与秦某一同走路的熟
人见状准备上前阻拦时，持刀的男子
转身追赶， 追了几步后， 又往回走，
再次持刀刺向倒在地上的秦某。

据了解， 嫌疑人也姓秦，50 岁，
山东人，离异。 几年前，他在羚羊路
的岔路口开了一家商店。羚羊路附近
的居民告诉办案民警，嫌疑人平时喜
欢下象棋。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城西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调查真假龙升阁豆腐
假冒龙升阁豆腐现街头

16日 12 时许，西宁市莫家街农贸市场
二楼北侧， 有几家豆制品摊点生意很火。
“要豆腐吗？ ”一名摊主询问记者。“有没
有龙升阁放心豆腐？ ”“有啊，这个就是龙
升阁豆腐。 ”摊主指着一盘豆腐说。在豆腐
上，印着三个字：龙升阁。

市场中，一家门头标志为“龙升阁放心
豆腐”的豆制品摊点十分显眼。 在摊点右侧
的墙上， 一块很大的广告占据了大部分位
置，上面介绍的都是关于龙升阁放心豆腐。

在摊点上，摆放着一盘豆腐，一名男子
在给顾客切豆腐。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询问
了摊主相同的问题， 摊主的回答依旧是：
“这就是龙升阁豆腐。 ”

随后， 记者走访了西宁市康西综合市
场、朝阳农贸市场、东台市场等多个市场，发
现都有龙升阁放心豆腐出售。记者在其中一
家摊点购买了一块印着“龙升阁”的豆腐。

问起这些豆腐的来源时， 有的摊主说
是龙升阁豆腐厂送来的， 有的说是私人送
的，有的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当记者告诉他
们龙升阁豆腐厂已经停产的消息时， 有些
老板说“怎么可能”。

龙升阁豆腐厂已停产
龙升阁放心豆腐是否还在生产？ 记者

前往生产龙升
阁放心豆腐的
青海省龙升阁
食品有限公司
了解情况。

青 海 省 龙
升阁食品有限

公司位于城北区经三路 44 号，厂区共有六
层，生产豆腐的车间位于一层。 此时，豆腐
加工车间的配送出口处挂着一把大锁，透
过厂房的玻璃可以看见车间内空无一人。

“我们的豆腐都已经停产一个月了。 ”
青海龙升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豆腐生产的
李雄福经理说， 停产的原因是因为豆腐厂
持续亏损。

都停产一个月了， 为什么市面上还有
龙升阁豆腐？李雄福说，那些豆腐都是假冒
的， 都是豆腐作坊老板利用买来的龙升阁
放心豆腐模板制作的豆腐， 所以豆腐上都
有“龙升阁”三个字。

假冒龙升阁豆腐出自小作坊
为了寻找这些龙升阁放心豆腐的来

源， 记者以批发商的身份从一个售卖假冒

放心豆腐的摊主处， 得到了一个提供假冒
放心豆腐老板的电话。

这名老板说， 一斤豆腐进价 1 元，卖
2.5 元， 比龙升阁厂家的进货价低 8 角钱，
利润很大， 并且从外观看和龙升阁放心豆
腐完全一样，顾客根本看不出有何差别。问
起豆腐的安全性，老板称：“没问题，豆腐
能有什么问题。 ”

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都是假冒的龙升
阁豆腐，但是造假的豆腐作坊不止一个。在
调查的几家摊位中， 豆腐的来源有的在城
东区，有的在城西区，但所有豆腐作坊都位
于隐蔽的城中村。

“印有龙升阁商标的模板我们出高价
回收，可是收回来的模板很少。 ”青海龙升
集团董事长黄湑说， 目前市面上还有大量
龙升阁豆腐模板， 假冒的豆腐都是用这些

模板造出来的，打着放心豆腐的旗号卖。

真假“龙升阁”豆腐差别大
“这些豆腐打着龙升阁放心豆腐的旗

号，可是一点也不放心。 ”为了证明假冒的
和正规的豆腐有何差别， 李雄福在厂区的
豆腐化验室拿出了一份对比实验报告。

实验十分简单， 主要是从假冒豆腐和
正规豆腐中各取一块样本， 放在专业的实
验室培育，在实验室培养 48 小时后，检查
样本的菌群数。

李雄福在实验室向记者展示了两种样
本的培养结果， 其中假冒放心豆腐样本的
培育器皿中， 白颜色的菌落已经铺满了一
层。 而正规的放心豆腐样本只有零星的几
个白点，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到。

“白色的菌落中， 大多数是大肠杆
菌，具体的还需要进一步化验。 ”为何假
冒的放心豆腐能有这么多菌落， 李雄福
说， 因为正规的豆腐生产车间严格按照
国家标准执行， 车间工人都要穿无菌工
作服，进出车间都要经过杀菌消毒，所以
在生产环节上，直接杜绝了大部分污染。
假冒的放心豆腐都由黑作坊生产出来 ，
生产车间环境达不到要求， 豆腐上的细
菌肯定多。

青海移动线上狂欢嘉年华
“双 11”创交易新高

11月 16 日，有市民向西海都市报反映，龙升阁放心豆腐已经停产一个月，可是市面上
仍然可以买到。 究竟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其中另有猫腻———

本报记者 姚宇轩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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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放心豆腐的菌群数量明显正规放心豆腐的培养器皿几乎没有菌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