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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
下地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
用户做好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
便，请予以谅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
可能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
守《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不得私自攀登电力变压
器架及杆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
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
律、法规的活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
责任。

9月 13日 9:00-24:00
沈四路沈 456 开关后段线路：南川西

路地区；珠峰房地产公司、西宁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公交小区、欣荣家园、佳汇房地
产、海西公路工程建设公司、龙华房地产
等。（停电原因：配合市政建设，线路迁改）

9月 18日 9:00-24:00
祥十七路H01环网柜 101开关后段线

路：德令哈路地区；纺织品家属院、民惠小
区、西宁永昌贸易有限公司等。（停电原
因：设备消缺）

9月 18日 9:00-24:00
东 五 路 F07 分 线 箱 02 开 关 后 段 线

路：西宁园林旅游体育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江西路桥公司、青海省环境保护厅机
关后勤服务中心、西宁市纳家山林场、西
宁市城东区韵家口镇先进村委会、西宁
市湟水林场、西宁市城东区韵家口镇联
合村民委员会等用户。（停电原因：设备
消缺）

9月 19日 9:00-24:00
朝七路朝 752 开关后段线路：青海日

报社（备用）、省委、西宁宾馆家属院、西宁
宾馆（备用）、第二水源勘测大队等。（停电
原因：线路消缺伐树）

9 月 19 日 23:00-24:00 9 月 21 日 0:
00-1:00

莫家街开闭所 莫 K 五路、莫 K 六路：

市公安局、新大地房地产公司、金座房地
产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9月 20日 0:00-24:00
关三路 H02 环网柜 19B 开关后段线

路：东大街、大十字地区：西宁乐安家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青海省人口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西宁一中、海南州财政局驻西
宁联络处、西宁市妇幼保健中心、青海银
行水电户、青海天润企业资产管理公司、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政府清真巷办事处夏
都花园社区、建行东大街支行、青海中石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中房集团西
宁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恒源
房地产有限公司、城中区政府、青海创新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宁好当家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小园门食府、湟中县新千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青海鑫源房地
产投资有限公司、西宁欣悦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湟光分公司、西宁城中区昇容快
餐厅、西宁市顺风肥牛火锅城、西宁市回

族医院、青海贞观宾馆有限公司、省审计
厅、浩运物业、西宁兴业房地产、依兰世
家餐厅、佳华产业、总工会、中国邮政西
宁市分公司、西宁泰康物业、市公安局、
银城物业、城中保育院、市工行、世纪大
厦、顺风肥牛等地区。（停电原因：设备
消缺）

9月 20日 0:00-24:00
关十三路H02环网柜 31B开关后段线

路：花园南街地区；龙羊工委、海南州国家
税务局西宁干休所、市房地产实业公司、
玉树县驻宁办、城中区政府家属院、体育
产业开发中心、华联超市（主）、南门外体
育场、建行东大街支行、邦业工贸、辰大商
贸、隆辉物业、世纪置业、诚志酒店、体育
局后勤中心、工商银行城中支行等地区。
（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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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港高铁 9 月 23 日正式通车、“奇
葩”证明投诉有了监督平台、“十一”前全
国 314 个景区或降价或免费、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将调整……近期，多项福利政策让
百姓获得感持续增强。

广深港高铁9月23日正式通车
把香港连接至不断扩大的国家高铁网

备受关注的广深港高铁 9月 23日正式
通车。9 月 4 日，《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
条例》开始实施，高铁西九龙站内的内地
口岸区启用，以配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
本月内开通。目前，在 12306 中国铁路客
户服务中心网站上，已经可以搜索到“香
港西九龙”车站的站名。

据悉，广深港高铁将于 9 月 10 日开始
预售从西九龙站始发列车的高铁票。西九
龙站始发的高铁列车将可以前往内地 44
个车站，其中 6 个为短途车站，包括福田
站、深圳北站、虎门站、广州南站，新增光
明城站、庆盛站；38个长途车站，其中包括
汕头、厦门、福州、南昌、杭州、长沙、武汉、
郑州、石家庄、贵阳、桂林、昆明、上海、北
京等城市。短途如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到
福田站只需 14分钟，到广州南站最快 47分
钟；最长途到北京，最快只需 8 小时 56 分
钟。

据了解，在支付方式上，乘客可用港
币、人民币、八达通、信用卡等方式在购票
窗口购买高铁票，同时支持微信、支付宝、
ApplePay 等电子支付，自助购票机一人最
多可买 10张票。

“奇葩”证明投诉有了监督平台
地方要在15天内反馈

司法部 9月 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5 日在中国法律服务网上正式开通“群众
批评—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当
群众到政府部门、司法机构办事遇到“奇
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问题的时
候，可以直接进入该平台进行投诉和举
报。平台采用姓名加手机号实名注册制，
群众有意见建议，即可点击“我要批评”提
出。有关意见建议和问题，既可以在中国
法律服务网的网站上提，也可以在手机客
户端上提。

为了保证投诉、举报工作能够落地，司
法部组织了专门人员，每天接收意见，各
地方各部门也都设置了专门的管理人员。
各地方各部门收到投诉后，要在规定的期
限内向意见提请人进行反馈。以地方为
例，要在 15天内反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
长至 20天。

内地港澳台居民开始申领居住证
六千多受理点方便办理

810000、820000、830000，这三个数字
分别是在内地（大陆）的香港、澳门、台湾
居民公民身份号码的地址码。9月 1日起，
符合申领条件的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

地辖区申请领取居住证。
按照相关规定，港澳台居民前往内地

（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
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
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依法申领居住证。居
住证采用和内地（大陆）二代居民身份证
相同的制证技术和 IC卡片，可以说除了卡
面的几个字有所不同，其他都一样。

自申领日开始，各地出现办证热潮。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消息，各地公安机关按
照就近便利原则，共设立受理点 6572 个，
为港澳台居民办理居住证提供便利，仅北
京就有 322个受理点。据浙江省公安厅统
计，截至 9月 1日 16时，全省各地共受理港
澳台居住证申请至少 752件。

“十一”前全国314个景区
或降价或免费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关于完善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发布后，目前，我
国已有 21个省份出台或公布 157个景区降
价或免费措施，还有 157 个将在“十一”前
宣布降价。

这 314 个景区中，包括 5A 级别景区
121 个、4A 级景区 155 个，占到景区总数近
90%。在这些景区中，降幅在 30%（含）以
上的 29个、在 20%（含）—30%的 48个。30
个景区免费开放。

像人们熟悉的不少景区，已经明确降
价。如扬州瘦西湖旺季票价从 150元降至
100 元，青岛崂山旺季票价从 245 元降至
180 元，陕西华山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
格由 180 元降为 160 元，新疆喀纳斯、白哈
巴、禾木通票旺季票价从 295 元降至 195
元，湖北黄鹤楼景区门票价格从 80元下调

至 70 元，曲阜“三孔”景区联票价格由 150
元降为 140元。

扫黑除恶利剑高悬
百姓的安全感再提升

8月 27日至 9月 1日，中央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 9 个督导组完成对山西、辽宁、福
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等
九省（市）的进驻工作，标志着中央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第一轮督导工作全面启动。

中央各督导组在动员会上提出，对督
导中群众举报的涉黑涉恶线索，要及时核
查反馈，依纪依法移送有管辖权限的部门
和机关；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要及时移
交有关单位和部门重点督办。要坚持扫黑
除恶与打“伞”反腐两手抓、两手硬，两结
合、两促进，对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
伞”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故宫养心殿启动古建修缮工程
“帝居”原貌不只停留在影视剧中

近几年，不少热播的清宫戏让观众对
于紫禁城中的帝王寝宫充满想象和好奇，
其中就包括“网红”养心殿。在经过两年
多的文物记录、撤陈，文物残损病害的修
复，古建筑勘察测绘、匠人培训选拔等工
作后，故宫养心殿 9 月 3 日正式进入古建
筑研究性保护修缮工作的实施阶段。

据悉，自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养心殿就
取代了内廷乾清宫的地位，成为皇帝寝宫
和日常理政的中心，八位皇帝曾在此居住
执政。修缮完成后，该殿将以原状陈列的
方式对观众开放。

9月 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前
院长郑欣淼相携登上养心殿屋顶，在工作
人员的协助下取出藏在屋顶正脊内的宝

匣。宝匣外部画有祥龙彩绘，侧面写着
“嘉庆六年”字样。故宫古建部副研究馆
员徐超英介绍，宝匣内一般有五丝、五药、
五谷、五石、经卷、金银铜铁锡五元宝等，
各个宫殿有所不同，打开后才能知道有什
么。单霁翔表示，宝匣内可能会有写有文
字的物品，值得期待。

百万条逃废债信息已上报
失信人融资等行为将受限制

8月 8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报送 P2P 平
台借款人逃废债信息的通知》指出，为严
厉打击借款人的恶意逃废债行为，要求各
地根据前期掌握的信息，上报恶意逃废债
的借款人名单。下一步，全国整治办将协
调征信管理部门将上述逃废债信息纳入征
信系统和“信用中国”数据库，对相关逃废
债行为人形成制约。

据媒体报道，近期根据各地的反映，除
了恶意逃废债的借款人以外，出险平台中
失联跑路的高管信息也将纳入此次失信惩
戒机制当中。在《通知》下发以后，短短几
天时间内，地方报送信息已经达到了百万
条以上的量级。

将恶意逃废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金
融机构可以更加全面地判断一个借款人、
出险平台中的失联跑路的高管人员的信用
违约风险；对一些恶意逃废债务的借款人，
限制他以后的融资渠道，包括网贷、车贷、
个人消费贷款，这也有助于督促借款人及
时偿还债务、净化互联网金融的信用环境。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调整
重点聚焦癌症、儿科、慢性病等病种

8月 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
要及时调整基本药物目录，减轻患者药费
负担，确保基本药物不断供。

哪些药物将进入新版目录？会议内容
显示，此次调整在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
础上，重点聚焦癌症、儿科、慢性病等病
种，调入有效性和安全性明确、成本效益
比显著的 187 种中西药，其中肿瘤用药 12
种、临床急需儿童药品 22 种，均比原目录
显著增加。调整后基本药物目录总品种扩
充到 685 种。今后新审批上市、疗效有显
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将加快调入。

在减轻患者药费负担方面，推进公立医
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将基本药物目录内符
合条件的治疗性药品按程序优先纳入医保
目录；鼓励各地在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
障碍等慢性病管理中，在保证药效前提下优
先使用基本药物，减少患者药费支出。

此外，对用量小等易导致短缺的基本
药物，可采取定点生产、纳入储备等措施
保证供应。公立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基本
药物，使用情况与相关补助资金拨付挂
钩。与此同时，要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
管，确保群众安全放心用药。

据新华网报道

近期，一大批民生红包来袭
“十一”前全国314个景区或降价或免费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