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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中塔尔寺 晴 14℃～28℃
循化孟达天池 晴 19℃～34℃
互助北山森林公园 晴 12℃～30℃
尖扎坎布拉森林公园 多云转晴 18℃ ～34℃
贵德玉皇阁 晴 15℃～34℃

省域主要城镇 主要旅游景点

平安 晴 17℃～33℃
西海 晴 6℃～27℃
德令哈 多云 17℃～31℃
格尔木 多云 16℃～31℃

今天白天

7月18日

7月19日

13℃~32℃西

宁
14℃～32℃多云

15℃～32℃多云

晴

前两年，一到旅游旺季，通往旅
游景区的高速公路就会出现压车现
象。对此，我省进一步优化了高速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如今，正值旅
游旺季，通往各旅游景区的高速公
路又是怎样的状况呢？

南绕城高速分担平西高速车流
作为我省连接外省的重要交通

要道，平西高速每年都会迎来不少
自驾游的游客，今年也不例外。但
今年，记者并没有在海东主线收费
站看到往年拥堵的景象，车辆都能
够顺畅地通过收费站，收费站广场
前也没有出现往年的压车现象。

外地游客张朔明还记得前两年
被堵在平西高速收费站的情景。“很
多车都挤在收费站广场上，弄得和
停车场差不多了，老半天才能过一
辆车。我那一次足足等了 20多分钟
才通过收费站。”

今年再次驾车经过平西高速时，
张朔明惊喜地发现，平西高速上建起
了一座更大的收费站，几十条收费车
道与广阔的收费广场都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通过效率明显增加了，
收费站前也没有出现压车现象。”

的确，作为我省目前最大的高速
公路收费站，海东主线收费站的规模
提供了一个顺畅的通行环境。海东
主线收费站全长 1160米，其中收费广
场长 140米，收费广场过渡段长 1020
米；收费广场全宽 157.2米，入口车道
10条、出口车道 19条，共 29条收费车
道，其中还包括8条ETC车道。

规模庞大的海东主线收费站提
高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而南绕城高
速公路的建成则分担了不少平西高
速的车流。

南绕城高速建成通车之前，我
省东部地区连接西宁市的只有一条
平西高速。南绕城高速建成后，旅
游车辆进出西宁市有了两种选择。
而且相比于车道较少的平西高速，
不少旅游车辆更愿意选择走南绕城
高速公路。

据 海 东 主 线 收 费 站 李 站 长 介
绍，最近一段时间，海东主线收费站
平均每日车流量在三万三千辆左
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不少。这其
中有海东主线收费站规模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南绕城高速的建成
分担了平西高速的车流压力。

据李站长估计，随着我省旅游
热的不断升温，海东主线收费站每
日的车流量还会逐步增加，很有可
能增加至每日 4 万辆，但即使达到
这个通行量，以海东主线收费站的
规 模 ，仍 旧 能 够 保 证 车 辆 顺 畅 通
行，不会出现往年的那种收费站压
车现象。

青海湖景区方向目前较为顺畅
平西高速尚有南绕城高速为其

分担压力，通往青海湖必经的西湟
倒一级公路和 109 国道可就没这个
福气了。往年旅游旺季，这两条通
往青海湖景区的必经路段就会成为

朋友圈里吐槽的对象。
多巴主线收费站每年都是青海

旅游热的一个晴雨表。开旅游车的
王启宁已经把多巴主线收费站堵车
与否，当做判断青海湖游客多少的
标准了。“前两天刚跑了一趟，还没
有到走不开的地步，车辆通行情况
相对还比较顺畅。但随着旅游人数
的不断增加，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多
巴主线收费站前没准又会变成停车
场了。”

在王启宁看来，多巴主线收费
站的规模已经足够大，车辆过于集
中地通过多巴主线收费站才是堵车
的主要原因。“多巴主线收费站车流
潮汐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

与收费站堵车原因相似，通往
青海湖景区道路的拥堵也是由于游
客扎堆导致的，路边随意停车等不
文明驾驶行为也是原因之一。但
是，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西湟倒一
级公路还是 109国道，通行情况都还
比较顺畅。

今年通行稳中有增
省路网中心祝处长介绍，虽然

我省目前已经进入旅游旺季，但是，
我省大部分通往旅游景区的公路目
前通行状况都十分良好，没有出现
拥堵现象。“最近一段时间也只有通
往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海北藏族
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这两个地方
的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但有一定时
间段，过了车流量较为集中的时间
段后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

祝处长表示 ，目前 ，通往门源
的车流量在油菜花节开幕前两日
较为集中，但最近两天已经趋于平
稳；青海湖方向的西湟倒一级公路
和 109 国道只要不出现交通意外，
也 不 会 出 现 大 面 积 拥 堵 的 情 况 。
而前往茶卡盐湖的游客大部分会
选择乘坐火车前往，因此，通往茶
卡盐湖的高速公路及国道通行压
力较小。

据了解，目前西塔高速改扩建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当中，因此，通往塔尔
寺方向的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一定的
拥堵状况，但是，新建的西宁南收费站
规模较大，因此，收费站前不会出现往
年的那种压车现象。

祝处长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今
年我省各条通往旅游景区的高速公
路、国省道拥堵状况并没有去年那
么严重，整体通行情况还是处在一
个稳中有增的态势。而旅游通行伴
有一定的潮汐流现象，因此，还是建
议游客尽量错峰出行。此外，省交
通运输厅也针对旅游旺季制定了应
急预案，以保证旅游旺季车辆的顺
畅通行。

本报讯（记者 莫青）上半年我省人力
资源市场运行分析出炉，第三产业招聘需
求增长较快，市场营销、互联网、电子商务、
批发零售岗位需求量位居前列。

上半年，省人力资源市场共举办现场
招聘会 48场，专场推荐会 6场，提供就业岗
位 59896 个次，入场求职人员 53575 人次，
具体分析呈现五大特点。

民营企业促进就业的主力作用越
来越明显

上半年企业招聘中，国有企业 161 家
（次）、港澳台及外商独资合资企业 351 家
（次）、民营企业 3588 家（次）。较去年同期
相比，招聘企业总量增加 201 家（次），增加
5.2%，民营企业所占比重增加 2.8%。通过
数据比对，在招聘企业数量总体相当的情
况下，民营企业招聘数量保持较高的增长
态势，吸纳就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三产业招聘需求增长较快
以产业类型分析，涉及第一产业招聘

企业有 139家（次）、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
产业招聘企业有 742家（次）、涉及服务业的
招聘企业有 3219家（次）。由于民营企业吸
纳就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第三产业招聘
需求增速明显，特别是与“互联网+相关的
行业”增长较快（如金融、物流、娱乐、零售、
餐饮、计算机服务、教育培训、媒体广告、生
活服务等行业）。

招聘需求前十位岗位发布
上半年招聘岗位需求前十位的为：市

场营销/公关/销售、计算机/互联网/电子商
务、百货/连锁/零售服务、房地产开发/物业
管理、建筑/机械类、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化
工 、证 券/银 行/保 险 、财 务/审 计/税 务 、普
工、教师/培训/科研。

从岗位需求数据可以看出：由于民营企
业和第三产业在招聘企业中的比例进一步

提高，市场营销/公关/销售岗位需求量持续
增高，特别是房地产业、贸易、批发和零售
业、金融业等行业的营销人员需求较大；随
着“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发展，计算机/互联
网/电子商务岗位的需求持续保持高位。

高校毕业生就业呈现多元化
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更加多元化。随

着“互联网+传统行业”模式的发展及自主
创业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为高校
毕业生在传统就业方式之外提供了更广泛
的选择余地，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呈现出
更加多元和灵活的趋势。如：开网店、做自
媒体、当网络主播，都可能成为毕业生的职
业选择。

“慢就业”现象出现，部分高校毕业生不
急于就业的心态较为严重，除了受就业观
念、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外，选择“慢就
业”的原因是部分毕业生就业预期值与现实
差距较大，反映了部分毕业生在选择专业、
职业生涯规划、自身认知上存在一定的迷茫
性，“慢就业”成为这种迷茫性的延续。

转移就业呈现新趋势新特点
随着青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转移就

业方面，本省务工的收入与内地沿海地区
的差距逐渐缩小，出省务工人员持续减少。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在省内省外劳
动薪酬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就近就地就业
对务工者有较大的吸引力，以往出省务工
人员越来越多地选择在本省就业，也有部
分务工者在返乡创业的倡导和配套措施影
响下，积极返乡创业。

出省务工形式以“短、灵、散”为主。由
于供需形式的变化，向内地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大规模、集中式输出劳务人员的环境
已不复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务工方式呈现
短期、灵活、分散的特点，即工作周期短，方
式灵活、地区分散。

本报讯（记者 保嵘）7 月 14 日，西宁市
城东区政府联合青海民族大学成立创客大
学，当天，在城东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挂
牌，这也是我省首家面向创客人才开班的
专业培训机构。

近年来，创新创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
重要途径，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思路和创业方
法的指导，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种种瓶颈，为
了帮助创业者积累经验、降低创业风险，西
宁市城东区与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共同打造了全省首个创客大学，在师资组
建、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领域，借势借力优

势互补，为更多创业者提供智力支持。
创客大学以国家“双创”政策为导向，

将国内的“双创经验”与青海实际结合，同
时以国际化视野开展战略布局，政府和学
校与企业合作，共同设计创客大学课程体
系、目标受众、整体框架、师资匹配、运营流
程、国际化、市场化等核心内容，积极引导
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创业的兴趣和主观能动
性。另外，以高校师资为智库资源支撑，结
合创新创业大赛，通过校地合作，形成全社
会关心支持创新创业教育的良好生态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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