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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聚中行日”N个优惠券抢先下载
即日起至 6月 30日，中国银行信用卡

客户登录“缤纷生活”APP 或中国银行微
信公众号，可享 8 折抢购网易严选、天猫
超市 100元电子券，7折抢购哈根达斯、吉
野家和汉堡王等 50 元电子券。新客户注
册“缤纷生活”APP并绑卡，还可选取 20元
优酷视频会员月卡、20元爱奇艺视频会员

月卡、20 元滴滴出行快车券、30 元话费等
注册奖励。

详 询 中 国 银 行 各
营业网点。

（最HIGH中行卡，
优惠享不停，更多优惠
可见“缤纷生活”APP，
扫一扫即可下载）

惠聚中行日，优惠那么多！
一张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尽享吃、喝、玩、乐的优惠体验

备受瞩目的 2018“一带一路”中国(青
海)国际食品用品博览会目前正处于紧张
而有序的后期筹备阶段，即将于 5月 11日
至14日在西宁城南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该展会是由中国职工国际旅行社总
社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大西北地区大型食
品用品博览会。据了解，今年的展会消息
一发布，在国内外食品行业引起了轰动效
应，全国各地的食品企业竞相组团参展，

宝岛台湾的茶叶、茶具、果品、营养制品等
也将展出；展会还吸引了来自泰国、马来
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水产制品、工
艺品，日用品；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
等“一带一路”国家的肉制品、焙烤制品、
调味品等各类展品。截至目前，本届展会
已有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1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优质展商 200余家企业积极参与，
国 内 标 准 展 商 550 余 家 ，展 出 面 积 达

15000平方米。市场反映十分火爆。
届时，所有参展人士将看到一届真正

的国际食品盛会，强大的主办阵容，高度
的国际化，高层次的贸易观众，新产品、新
包装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本届食博会还将同期举行开幕式、展
位寻宝、幸运抽奖、有奖发微信等活动，极
大丰富展会内涵，进一步提升展会品质，
同时给观众带来了更有价值的体验。

为方便参观展会，其间，还将开通免费
专线直通车。从西门（原省农行对面）、湟
光华联站（花园南街站）、小桥（新华书店）、
西钢（招待所对面）、康乐（25路终点站）往
返，可免费乘坐。也可选择公交路线乘 3、
34、58、84、80、103、3401、909、302路和塔尔
寺公交车至“城南中区政府站”下车即到。

我们共同期待着本届“食博会”的如
期举行并获得圆满成功。

2018“一带一路”中国(青海)国际食品用品博览会进入倒计时
——国际食品行业群英荟萃

本报讯（记者 燕卓）“我们这个院子
终于变样了，卫生天天有人扫，垃圾日日
有人清，可算是舒心了。”5 月 8 日，家住
城中区法院街 2 号院的刘女士高兴地对
记者说。

法院街 2 号院是由原玉井巷小学校
区和家属区组成，原来是由玉井巷小学
统一管，但自玉井巷小学搬走后，家属区
就无人管理了，院内卫生无人打扫、生活
垃圾无人清理，居民给本报社区联络站
反映，希望有人管管家属院。文化街社
区工作人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积
极想办法，想为居民创造一个舒适、干净

的生活环境。
随后，在饮马街办事处工作人员及

文化街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
小区业主代表大会同意，为法院街 2号院
选出了业主委员会，并在社区指导下开
展自治管理。这个月，社区协调重新为
小区配备了 4个垃圾箱，聘请清扫员对小
区开展垃圾清运和清扫。

现在小区的环境又恢复了以往的整
洁干净，居民们很高兴。文化街社区工作
人员说，社区会把居民的困难放在第一
位，实实在在解决他们的难题，下一步，社
区计划为法院街2号院安装休闲椅。

本报讯（记者 季蓉）日前，落户在省城
西区胜利路街道办事处北商业巷社区的众
创空间——北上创客试开放。作为去年城
西区针对北商业巷社区辖区想创业的居民
免费开放的创业空间，居民们可以学习和分
享专业技术、创新方法以及创业技能等。

“大家除了可以互相沟通交流，思想
碰撞产生更多的合作机会外，北上创客零
门槛，想创业的居民，如果没有经营地址、
注册场地，就可以挂号在店里注册，如果
有居民想注册网店，但没有经营地，也可
以来社区谈，如果可行，就可以注册在店
里，不需要交任何费用，有了一个合法的
经营场所，就可以办营业执照了。”据社区
负责北上创客的工作人员刘洋介绍，众创
空间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
设备（电脑、投影仪、桌椅等）、为企业提供
注册地；协助落实创业扶持政策等。

刘洋说，那些没有办公场地、资金，又
想创业的初创居民，来到北上创客后，社区
可以邀请辖区其他的创业者、创业企业互

相交流、给予指导，对初创居民进行初期的
孵化，判断是否适合创业，并推荐符合条件
的创业者、创业企业入驻城西区大学生创
业孵化服务中心，并落实相关扶持政策。

“虽然我们有点子，但办公场地、政策对

接，对我们来说都是难题，有了众创空间这
个平台，就方便多了。”80后创客梁峰是一家
公司负责人，他带领的团队致力于多种“跑
腿”便利服务，是兴海路街道办事处众创空
间推荐入驻城西区孵化中心的团队。

5 月 8 日，记者从城西区人社局获悉，
为切实推动城西区“区+街道+社区+区域”
立体式创业生态圈建设，为创客提供综合
服务平台，城西区目前共有 8 家不同特色
的“众创空间”，由区人社局、镇办、社区负
责建设，通过自建和联办的方式为创业者
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
业服务平台。众创空间是创新创业者的
集聚地，通过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以专业
化服务推动创业者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业态。

城西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辖
区居民入驻众创空间的条件是：有创业意
愿的各类人员均可入驻众创空间（以现代
服务业为主），主要以高校毕业生为主。
入驻众创空间程序：入驻众创空间的创业
者需提供入驻众创空间申请表、身份证复
印件、户口簿复印件、毕业证复印件和项
目简介；众创空间将对入驻项目资料进行
审核和简易评审。咨询电话：6163447。

社区众创空间助力居民创业

本报讯（记者 成海斌）公交车上有乘
客突然昏厥，车上乘客惊慌失措之际，公
交车司机立刻应急处置，抢救乘客，最终，
乘客转危为安，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
近日，一位目睹事情全部经过的热心乘客
向西海都市报反映，这位公交司机的行为
非常令人感动，为好司机刘长江点赞。

5 月 3 日 19 时 29 分，小桥公交车站
外，一辆 1 路公交车准备进站，车后门
处挤满了准备下车的乘客，此时，人群
中一位中年男子突然昏倒在地，口吐
白沫，浑身抽搐。正当周围的乘客手
足无措时，听到动静的公交车司机刘
长江赶忙停车，挤开人群到车厢后门
处查看情况。

“过去以后就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倒
在地上乱喊乱叫，抽搐不止。”5 月 8 日，
刘长江对记者说，当时看到这种情况，他
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是犯了羊癫疯，便立
刻俯身掐人中施救，因为这名男子一边
抽搐一边把手往嘴里塞，刘长江害怕男
子受到二次伤害，便下车叫来了正在公
交港湾内执勤的保安，并指挥一旁的乘
客下车腾出空间，一人扶起这名男子拍
打后背，一人掐男子人中并拨打 120 急
救电话。经过 5 分钟的急救，男子停止

抽搐，慢慢恢复了意识。
看到男子脱离危险，刘长江松了一

口气，和保安一起扶着男子，拿来矿泉水
让男子喝几口缓一缓，并和男子不停说
话，等待救护车的到来。

“施救离不开热心乘客的帮忙。”刘
长江说，男子昏倒时，有热心乘客将随身
带的书和伞垫在男子头下，并在一旁帮
忙递水递纸巾，直到男子完全清醒后被
送上救护车才离开。

据车上乘客反映，事发前，这名中年
男子正在打电话，看起来很着急，且情绪
激动，应该是诱发男子突然昏厥的原因。

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当
即检查了男子的身体情况，随后在众人
的帮助下，男子被搀扶上救护车，送往医
院做进一步检查。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5 月 7 日，一
市民向西海都市报反映，“柴达木路通往
青拖厂的路上放置了几个花箱，用来阻
止机动车，今年有人在箱子里面种了树，
但是感觉用处不太大，花箱的设置让我
不解。”这位市民说，有时候上下班高峰
期行人较多，花箱摆在人行道上，让人感
到有些拥堵。

5月8日早上，记者来到城北区马坊洁
神路，五百米左右的人行道上摆放着9个花
箱，花箱的旁边留出了大约 3米宽的人行
道，每个花箱里都种植了丁香。除了设置
花箱的这段人行道，洁神路其他路段有不
少小商贩，行人和摊点都挤在人行道上，通
过时较为拥堵。在这条路上开商铺的陈女
士说：“管理部门在这里设置花箱效果还不
错，占道经营现象确实少了很多。”

据马坊街道办事处青工社区工作人
员介绍，这个路段经常有流动商贩做生
意，还将机动车开到人行道上，致使这个
路段脏乱差，创城期间，这个路段一直是
综合管制的重要地段，为了解决此问题，
去年年底，街道办事处设置了 9 个花箱，
并在上面画上了可爱的卡通人物笑脸，
看到本来拥堵的人行道变得干净整洁，
不少市民对此表示赞许。

马坊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赵超表
示，在人行道上摆花箱，主要有两个作
用：制止占道经营的同时，起到绿化美化
的作用。今年 4月，街道办事处在花箱里
种植了丁香，目前都已经结了花骨朵，增
加了附近的绿化率。下一步，街道办事
处和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强综治管理，维
护好此路段秩序。

洁神路人行道上摆放花箱有原因

法院街2号院有人管理了

5 月 8 日上午，城西区兴海路街道办事处举办了兴海路地区湟韵诗墙之“传诵
诗词经典 打造社区文化”朗诵比赛。 本报记者 季蓉 摄

社区创客参加活动社区创客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季蓉季蓉 摄摄

公交车上，众热心人救护昏厥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