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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卓）本周六，西海都
市报第六届社区文化节就要和读者见面
了。连日来，读者纷纷给本报记者打来电
话，表达了对社区文化节的期待，也给西
海都市报送来暖暖祝福。

“我是都市报的老读者了，更是社区
文化节的粉丝，六年来，几乎每场活动、每
场演出我都关注，而且每次都会去现场观
看。”家住解放路的居民闫立军打来电话
说，他还清晰地记得 2013年都市报举办的
第一届社区文化节，当时都市报为社区的

草根明星搭建了通往梦想的舞台，也是从
那一年开始，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都市
报、爱上了社区文化节。

多次参加本报社区文化节的草根“明
星”魏生感慨：“我就是从社区文化节走
出去的草根演员，2015 年，我在泰宁花园
参加了读者艺术团选拔赛，并获得了好成
绩，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公益演出，也是
从那时候开始我和都市报结下了不解之
缘。”魏生动情地说，今年是都市报 20 岁
的生日，20 年来，《西海都市报》如奋进的

少年，朝气蓬勃、勇往直前。“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我相信《西海都市报》
会越办越好，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离不开
它。”

创刊 20年，西海都市报始终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唱响主
旋律、凝聚正能量。主动融入媒体转型热
潮，着力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全方位、立
体化做好、做大、做强新闻报道。

站在新起点上，西海都市报社将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深入践行王建军
书记在全省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 ,牢记职责使命任务 ,传播好党的
声音 ,记录好人民足迹，为全省实施“五
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作出新
的贡献。

本 届 社 区 文 化 节 是 感 恩 回 馈 读 者
的盛宴，第一场演出将于本周六在泰宁
花园小广场启幕。届时，会有众多惊喜
等着读者朋友们，请与我们一起嗨起来
吧！

感恩读者,本报社区文化节明日启幕

超级红包、满减红包、直降红包……
“双十一”将至，各大电商平台及本地商家
的促销活动不断花样翻新。与往年相比，
今年种类繁多的优惠活动，吸引了不少

“剁手族”，但大家也直呼“规则更复杂”
“想要满减多，数学得学好”。

那么，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促销活动
背后，消费者到底能有多少实惠？网购是
否可以更安心了？为引导消费者理性消
费，慎防落入消费陷阱，11月 7日，西宁市
消费者协会秘书长钟钢提醒消费者：一定
要根据自身需要科学、合理购物，切勿盲
目、冲动消费。

理性消费 勿被优惠迷眼

“本来我给儿子看的一件羽绒服是
268 元，就等着‘双十一’的时候买。结果
昨天商家说预售，可以提前享受优惠购
买，满 500 减 150，算来算去，衣服的价格
还是 268 元。”市民辛女士致电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无独有偶，网友“高原稳
当”也向本报微博发私信称，在本地实体
店消费的时候也遭遇了折后价更高的囧
境，觉得很不合理，希望媒体关注。

“现在是网购高峰期，消费者一定要
提防价格猫腻、切忌冲动消费。”钟钢提
醒，“双十一”期间，商家纷纷推出优惠活
动，以降价、打折、满减、送赠品、抽奖等方
式吸引消费者，但有些商家会在活动前先
抬高商品原价然后再优惠，造成降价幅度
较大的假象，消费者容易在“巨大”优惠诱
导下冲动购物，有些商品打完折后甚至比
活动前价格还要高。因此，消费者一定要
擦亮眼睛，提前记录价格对比，不要轻易
被高折扣迷惑，谨防价格猫腻。

定金、订金要分清

“双十一”期间，各大网商纷纷推出
“秒杀”“抢购”活动，消费者还可能遭遇
“定金”和“订金”的问题，一般来说定金不
退，订金能退，各平台对于“双十一”规则
的设置应当公开、透明，并且有特殊说明，
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钟钢提醒，现在不少商家会以交定
金可在“双十一”当天享受低价的方式吸
引 消 费 者 提 前 交 纳 一 定 数 额 的 定 金 预
售，并注明定金不可退回，很多消费者交
完定金又后悔了，或发现同款商品在其
他商家售价更低，要求退还定金时与商
家产生纠纷。在此提醒消费者，交纳定
金前一定要货比三家、三思而后行，切不
可冲动消费。

看清送货时间 降低退货风险

由于“双十一”期间网商活动优惠力
度较大，很多消费者都集中在“双十一”购
买所需物品，造成商家销售量成倍增长，
因此，送货时间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家具
等大件商品甚至延迟到次月才能送货。

“根据《消法》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
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
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
理由，但一些商品不适合退货。另外，消
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
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 7日内返还消费者支
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
承担。”钟钢说，建议消费者网购前考虑好
可能面临的退货费用问题，跟商家有约定
的要留存证据，不要相信口头承诺，没有
约定的最好购买运费险，降低退货时承担
运费的风险。

保留好购物小票、网购订单信息或其
他消费凭证，以及商家宣传单（宣传海
报）、商品交易(订单)页面和与商家的聊天
记录等消费证据，网购最好对促销页面截
屏，并索取有效购物凭证或发票，以备发
生消费纠纷时使用。

“双十一”等电商大促期间往往是网
络诈骗活跃期，各类诈骗如钓鱼木马、中
奖诈骗、退款诈骗、货到付款诈骗、秒杀诈
骗等层出不穷。消费者要注意保护个人
信息，避免贪小失大。

“双十一”擦亮眼
看清猫腻再“剁手”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本报讯（记者 成海斌 通讯员 杨延
华 张琳焓）几日前的降雪为我省添了
一分冬意，11月 8日，我省大部分地区迎
来雪后初晴。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
此次我省大范围降雪天气过程，除了持
续时间长、降雪量大，也创造了不少地
区的气象之“最”。

据省气候中心数据统计，11 月 2 日
至 7日，我省出现持续性降雪降温天气，
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东部、祁连山
地区及果洛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出现 5
厘米以上积雪。

其 间 ：最 大 积 雪 深 度 18 厘 米（都
兰），创该站 1961 年以来 11 月最大积雪
深度；湟中积雪深度达 11 厘米，为 1994
年以来的最大值，并且降雪过程持续了
4 天；互助最大积雪深度为 10 厘米，为
2000年以来的最大值。

此外，省城西宁最大积雪深度为 4
厘米，出现在 4日，之后断断续续出现降
雪，积雪也一直基本维持，截至 7日 8时
观测到，积雪仍有 1厘米。11月 1日至 6
日，我省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部分
地区以及玉树偏低 0.1℃至 2.2℃，西宁平
均气温 1.1℃，偏低 2.2℃，偏低幅度最
大。

省气象台城镇天气预报显示，截至
8 日 16 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均为晴或多
云天气。省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除 9
日晚祁连山西部有小阵雪外，未来几
日，我省大部分地区为晴或多云。气象
专家说，近日，我省大部地区日平均气
温在 0℃以下，致使积雪融化较慢，加之
道路积雪结冰，对市民出行及交通运输
带来一定的影响，望大家出行注意安
全，稳驾慢行。

未来几日我省大部将放晴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为使市民出
行更加便利，进一步拓展公交线路覆盖
面，西宁市交通运输局、西宁市公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自 11 月 10 日起，
对 29路、62路、82路、106路四条公交线
路作出优化调整。

29路调整后线路走向为：共和路、
夏都大街、南关街、西关大街、冷湖路、
海晏路、海湖路、海湖大道、毛胜寺路、
西海路。

29路线路调整后，实现了海湖大道
与西海路的区域连接，解决西海路沿线
的景岳公寓、西格复线、碧桂园小区的
群众出行问题。

62路调整后线路走向为：王家庄、
褚家营、互助路、勤奋巷、七一路、共和
中路、东关大街、东大街、北大街。

调整后的 62路，实现了王家庄村与

小商品市场及勤奋巷的通行，解决了勤
奋巷公交盲区。

82路调整后线路走向为：金桥路、
开元路、民和路、八一路、德令哈路、昆
仑路、共和路、南山路、南大街、西大街、
长江路、五四大街、五四西路、文景南
街、文博路。

82路线路调整后，不仅能解决海湖
中学学生出行，还将加快公交车辆运行
效率。

106路调整后线路走向为：互助路、
建国路、七一路、黄河路、胜利路、新宁
路、西关大街。

调整后的 106路，
实现了胜利路与西关
大街连接，同时增加
公交线网覆盖率，提
高车辆运行效率。

明起四条公交线路优化调整

为提高冰雪灾害和隧道安全事故处置能力，加强高等级公路应急路警联动机
制，11 月 8 日，青海省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局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安排，在西宁南绕
城高速凤凰山隧道至南酉山隧道上下行线，举行冰雪天气隧道交通事故及公路保
通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 海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11 月 7 日，由
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省工商局承办的西
宁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在西宁启动。

此次创建活动，将全方位提升政府监
管效能、企业自律水平、社会监督水平和群
众消费信心，着力推进消费维权协同共治，
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启动仪式
上，来自西宁市各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各
行业企业代表、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一起为
创建活动造势助阵。“开展创建活动，增加
了企业自我约束力，构建了企业自律格局，
落实了经营者主体责任。既推动消费维权
社会共治，又保障消费安全，推动市场繁

荣，为消费市场绿色发展，放心消费打好基
础。”企业代表胡烨伟如是说。

西宁市计划用 3 至 5 年时间，在全市
范围内全面启动消费安全放心、消费质量
放心、消费价格放心、消费服务放心、消费
维权放心五大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全面覆
盖商贸、旅游、信息、食品药品、电子商务、
电视购物、交通、公共服务、快递物流、文
化、美容美发、运动健身等各个行业和经
济领域。通过强化政府监管、增强企业自
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提振群众消费信
心四个方面的工作，将西宁建设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消费最放心的城市之一。

西宁市“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启动

●地点：泰宁花园小广场 ●还有众多惊喜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