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禹）3月
18 日，我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
布了全面禁止校园周边 200 米范
围内销售辣条的禁令。一个多月
过去了，效果如何？

5月 9日 12时，西宁城西区古
城台小学旁的一家小卖铺，店内
各种零食堆放在货箱里。货架上
没有发现有售卖的辣条。

一名购买零食的小学生说，
现在学校附近的商店买不到辣条
了，老师和家长多次说过辣条的
危害，现在不吃辣条了。

店主说，从 3 月底就不卖辣
条了，政府规定学校周边不能卖
辣条，前段时间工商部门还来店
里查过，现在都是进一些正规厂
家的商品。

晓泉小学旁一家商店，放学
的学生在购买商品。这家店的商
品大多是常见的小零食和饮料之
类，没有辣条的踪迹。

“我们只卖一些零食，现在辣
条已经没有了。比起辣条，这些
零食卖得不错，价格也便宜。”店
主说。

记者走访中，在虎台中学、西
宁一中、国际村小学、晓泉小学等
多所中小学周边商店，没有发现
销售辣条。

学校周边小卖部
鲜有辣条了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 见习记者 王
宇）2018年 1月 1日，西宁市首条公交专用
道正式启用。经过一年多的使用，沿线交
通设施不断优化，该条公交专用道的通行
效率明显提升。据西宁市交通部门数据
显示，目前，9 路公交专用道公交车平均
运行速度提高 12%，运能提高了 14%。特
别是 9路公交车，在公交专用道启用的这
一年当中，运行效率、时间等方面有了明
显改善。

昨日 10 时许，记者在五四大街看到，
如今公交专用道内已经很少能看到车辆
随意占道的现象，凡是途经此处的公交
车均能较快通过这一路段。而在部分有
停车场出入口的路段，不少私家车也能

礼让公交车，待没有公交车后，方才借用
专用道出入停车场。而到了高峰时段，
虽然车辆增多，但仍旧很少见到有私家
车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只有在车辆需
要右转时，才会在靠近路口的地方借用
公交专用道行驶。

“现在行驶效率相比以前确实好多
了。”不少乘坐 9路公交车的市民表示，公
交专用道启用之初确实出现过私家车占
道、随意在专用道内停车等现象，经过交
警部门的大力整治，目前这一现象已经较
启用之初有了明显改善。

除了乘客的感受，9 路公交车在营运
效率、营运时间上的提升，最能体现公交专
用道启用之后带来的改变。9路公交车往

返里程 30公里，单程 15公里。以往 9路公
交车平峰期单趟营运需要 1个多小时，现
在只需要 50分钟；公交专用道启用之前，
高峰期需要 1小时 30分，现在正常情况下
只需要 1个小时，极个别特殊情况下也仅
仅需要 1小时 10分钟。此外，公交专用道
启用之后，驾驶员平均一天可以跑 8圈，启
用之前只能勉强跑7圈。

但也并不是公交专用道全线都能畅通
无阻。据不少9路公交车司机反映，目前，中
医院、大百超市新宁广场店附近私家车占用
公交专用道现象依旧严重。另外，20时至21
时之间，五四西路至桃李小学路段私家车占
道现象也较为严重，这些占道行为都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公交专用道的运行效率。

公交专用道效果明显

高峰时段9路车快了半小时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 见习记者 王宇）
为充分集聚科技创新资源、提升科技服务能
力，经过两年运作，西宁科技大市场拟定于
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正式启动运行。

西宁科技大市场由西宁市人民政府、
青海省科学技术厅、青海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联合共建,位于生物科技产业
园，建筑面积 2315平方米，建有“一网、一
厅、三中心、八平台”服务体系，将引进入
驻 20 余家科技服务中介服务机构和科技

研发机构。集“展示、交易、交流、共享、服
务”五位一体核心功能于一体，聚焦各类
市场主体，采集、筛选、发布应用技术成
果、企业技术需求、投融资机构需求等信
息，推动技术、成果、专利出让方、受让方
以及科技服务机构的有效互动与合作，实
现产学研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据悉，西宁科技大市场还与西安、兰
州、浦东、宁波、洛阳、运城等地科技大市场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引入省外科技信

息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构建区
域创新平台，探索技术转移转化模式，建设
双创服务体系，有效提升区域内的科技服
务能力。力争通过五年建设和完善，将西
宁科技大市场打造成一流的科技创新综合
服务平台，建成全省规模最大、配套最全、
功能最完善的首家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据了解，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定于
2019 年 5 月 19 日至 26 日举行，今年的主
题为：科技强国，科普惠民。

西宁科技大市场本月运行

5月 9日，西宁南川河边，一派鸟语花
香景象。

“茶余饭后，周边的居民都会去河边
散步，这已经成为了常态。”家住南川东
路八中附近的居民邹先生说，有这样的
改变，得益于南川河综合治理的成果。

南川河是湟水河的主要支流，不仅对
湟水河的水源补给和流域内的农田灌溉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西宁地下
水的补给和流域内生态环境的调整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的南川河，河道内
垃圾成堆，曾经一度因为泥沙污染和大量
垃圾侵蚀对西宁市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2009 年起，西宁市开启南川河综合
治理工程。主要实施对已建拦河坝的河
流泥沙淤积与静水生态富营养化的问
题，进行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河道水沙调
控湿地公园、河流生态系统的构建，以改
善城区建坝河流的整体生态状况。

现如今，全长 16公里，北起市中心秀
水桥，南至城南新区园丁桥的南川河滨
水休闲绿道，串联起了中心广场、麒麟湾
公园、西宁体育馆、长青公园、南川湿地
公园、河湟公园等多个自然人文景点。

起点为秀水桥，终点为六一桥西岸的城
西区休闲绿道，全长 3公里，宽 4米，途经
麒麟湾公园等景点。改造后的南川河成
为了西宁市促进生态建设，美化城市景
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市民来到这里休闲、散步。

沿着绿道一路前
行，以绿色植物为底
色的景观带中，碧桃
花、丁香花、牵牛花开
得正艳。行至一段就
会有休闲娱乐的小花

园，花园内设置了休闲椅和健身器材，供
市民休闲停歇。傍晚伴随着夕阳的余
晖，市民们带着小孩、牵着宠物，在绿道、
公园散步，说不出的惬意。

为了让南川河更加美丽，在完成南川
河水生态文明建设一期工程的基础上，
二期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二期工程是对南川河城区解放渠渡
槽至秀水桥段，全长 3.4 公里进行水生态
治理和沿岸景观优化提升。通过河道底
质改良、微生物净化、生态浮床、水生植物
配置、岸线改造、设施修补美化、柔性坝体

改造、栏杆改造、湿地绿化提升等措施改
善水质，以实现南川河作为西宁城市客厅
的宜人魅力。构建水下“森林”，营造会

“呼吸”的河流，提升河道自净化能力。
据该项目负责人王涛介绍，工程分为

两部分，水生态治理通过项目实施使水
体自净化，还原河道自然清澈水质。景
观优化提升通过岸线空间改造、设施修
补美化、坝体柔性改造、栏杆改造、湿地
绿化提升等措施，构建宜人的滨水空间，
与现有绿道、沿线公园绿地有效衔接，营
造多功能的游赏体系，使南川河河道两
岸的亲水性得到显著提升。整个工程逐
步完成，景观平台浇筑、钢坝维修、箱涵
修复、底质改良、种植改良耐寒苦草等工
作，计划 7月底完成。

西宁打造会“呼吸”的南川河
本报记者 李增平

55月月99日日，，航拍南川河航拍南川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海东海东 摄摄

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
乱”工作要求，为进一步拓宽西宁房地产
行业涉黑涉恶涉乱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来
源，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决定面
向社会征集西宁市房地产行业涉黑涉恶
涉乱行为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房地产涉黑涉恶涉乱线索征集范
围。

1. 房地产市场方面。重点打击商品
房销售过程中存在的一房多售、无证销
售、价外加价、售后包租、销售小产权房、
逃避预售资金监管、委托营销（分销）公司
收取团购费服务费等费用、恶意拖欠农民
工工资等行为。

2. 保障性住房管理方面。重点打击

强行占用、租赁公租房、非法转租、恶意拖
欠房租；扰乱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使用
等行为。

3. 物业服务管理方面。重点打击物
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勾结社会闲杂人
员滋扰业主，以暴力手段阻碍物业服务工
作正常开展行为；通过停水、停电、停气等
手段逼迫业主缴纳物业费；业主或其他组
织以维权名义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
闹事、打砸物业小区设施设备、殴打物业
服务工作人员；出售、出租、改变物业用房
用途等行为。

4. 房产中介（经纪）服务管理方面。
重点打击中介（经纪）机构发布虚假房源
信息，扰乱交易市场行为；经纪机构在经

纪服务过程中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或意
向金，违规收取交易资金行为；经纪机构
代理无预售许可等相关手续的新建商品
房，违规收取团购费、电商费等费用的行
为；中介（经纪）机构采取威胁恐吓等暴力
手段驱逐租户、强制上涨或恶意克扣租金
押金的行为；为不符合交易条件的保障性
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中介服务等
行为。

5. 房屋征拆管理方面。重点打击在
房屋征收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
式胁迫搬迁、被征拆人通过采取恶意煽动
群众闹事提出不合理诉求抗拒征拆、征拆
主体采取断水断电强制拆迁；房屋拆除评
估机构违法违规从业等行为。

二、线索举报方式。
1.电话举报：0971—6159208
2.网络举报：xnsfcjshb@163.com
3. 信件、实地举报：西宁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扫黑办
地址：西宁市黄河路联通大厦15楼
邮编：810001
请广大市民群众和企业依法积极检

举、揭发、提供房地产行业涉黑涉恶涉乱
线索。我局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对恶
意举报、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的，将
从严、从重惩处。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5月10日

关于征集西宁市房地产行业“涉黑涉恶涉乱”行为线索的通告

两名工人在南川河河道实施墙体两名工人在南川河河道实施墙体
抹灰工作抹灰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邓建青邓建青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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