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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7月 1日，经过
一年的规划建设，西宁市劳动路游园和团
结公园正式开园，为市民增添两处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

劳动路游园位于劳动路立交西北侧，在
公园规划建设中，劳动路游园项目根据地形
条件，植物设计以绿化造景为主，配合周边
山体风貌，以自然式风格，强调立交环境与
自然山体的融合。公园内配合周边山体风

貌，种植的植物以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结构
为主，将呈现出四季有景景不同的效果。

团结公园位于西宁市城东区互助路与
团结桥路西南角，北临互助路，南临湟水河
北岸绿道，东临团结桥。公园以“团结互
助、共享幸福”为构思、以“绿色、生态、人
文”为主题，利用公园的地形及地势，形成

“一点、三区”的景观结构，园内有以沉香塔
为中心的林地休闲区、以廊架为主体的丁

香林荫广场休闲区和绿道滨水漫步区。
记者从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

作为西宁市精品主题公园之一，团结公园
建设在原毛纺厂家属院的部分拆迁地块
上，寓意着在城市、经济、生态三大基石的
基础上，各行各业互帮互助，共同团结奋
进，共建美好西宁。根据公园的设计理
念，植物选用丁香为主打特色，突显了西
宁市生态文化、幸福生活。

目前，西宁市湟水高架桥滨河游园、
园树游园、东胜公园等高大的骨架树栽植
完成，道路亭廊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
成。为了突出美化，西宁市在公园游园建
设中增加了色叶木的种植。团结公园内
不仅大量种植了丁香、榆叶梅、紫叶矮樱、
金叶榆等，今年还增加了美国红枫、金叶
复叶槭、金枝槐等新品种，公园的色彩更
加丰富。

西宁市民又有两处休闲健身好去处

劳动路游园和团结公园开园

本报讯（见习记者 祁绣娟）电梯频
繁发生故障，业主认为存在安全隐患，要
求更换电梯……近日，西宁市民卓女士
向西海都市报 96369 新闻热线反映她所
在小区发生的事儿。

家住西宁市城西区昆园巷称多大厦
1单元的卓女士说，从 2011年入住开始，
电梯就经常发生故障，最近故障频繁，6
月份就发生了 3 起电梯故障，楼上居民
曾被困在电梯内。此前曾向物业反映
过，也有人来修过，但还是经常出现问
题，电梯有时候还来回晃动，感觉很不安
全，住户都不敢让小孩独自乘电梯，希望
能更换电梯。

记者看到，称多大厦有两个单元 224
户居民，层高 31层，每个单元配有两部电
梯。6月 24日，在 1单元乘电梯的居民巴
女士说：“前几天带着孩子乘电梯，电梯从
三层直接下坠到负一层，后又上升到一层
才停下。之前还有一次，她和丈夫乘电梯
时，被困在电梯内一个多小时。”

“我曾被困在电梯 4 次，电梯轿厢有
时直接停在某一层，有时停在两层中间，
我父亲年龄大了，都不敢让他独自乘坐
电梯。”住户刘女士告诉记者。

说起电梯问题，多名住户反映，6
月 13 日、19 日、21 日，电梯分别出现过

故障 ，21 日 2 单元的电梯钢丝绳断了
一股，虽然当天晚上已检修，但想想还
是心有余悸。

多名住户称，称多大厦 2 单元电梯
发生问题的次数比 1 单元多。业主委员
会工作人员说，大多数业主希望能更换
存在安全隐患的电梯。

记者电话联系到负责称多大厦物业
的青海屹海物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关于楼内电梯故障的事情，接到
居民反映后会及时处理，电梯维保公司
已对电梯检测维修后电梯正常运行，省
特种设备检验所也验收了。更换电梯需
要业主委员会向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申请，启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资金
监管处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称多大厦
成立业主委员会不久，需要业主委员会
主任提供相关手续，到西宁市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资金监管处查询物业专项
资金余额，召开业主委员大会，征得持有
房产证业主的同意，超过三分之二业主
同意前提下，向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资金监管处申请批准后，可以更
换称多大厦内的故障电梯，如果维修金
额超过物业专项资金，多出金额则由业
主承担。

称多大厦电梯频繁出故障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 通讯员 韩海
红）环湖赛的脚步越来越近，西宁公路段
全力以赴，安排部署道路畅通工作，提供
良好的比赛条件。

第 18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西宁公路段管养的涉赛路段270公里。目
前，西宁公路段成立环湖赛公路养护保通
工作领导小组，对公路养护保通工作详细
安排，做到制度、人员、机械、措施到位。

成立赛事应急保通小组，重点做好易塌
方、水毁路段的安全防范工作，并在湟源、
倒淌河工区放置装载机、洒水车等抢险设
备，做好应对各类公路突发事件准备工
作。根据工作实际，依照轻重缓急原则，
依次开展路域环境整治、公路隧道及波形
梁清洗、绿化修剪、中央隔离带锄草、公路
病害处治、路面灌缝、疏通排水系统等，确
保各项工作正常有序推进。

西宁公路段整治环湖赛病害路段

本报讯（记者 周建萍）北捷新材料两
条 1 亿平方米电池隔膜生产线投入试生
产；晶煜晶体 500 万片手机防护屏和 500
万片光电探测窗口片投入试生产……7月
1日，来自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
园的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5月，园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50.6亿元，同比增
长 75.75%，实现工业增加值 15.16 亿元，
同比增长 78.18%，这其中锂电产业链贡
献不少。

目前，除了北捷新材料、晶煜晶体两
家企业的项目投入试生产之外，义海生
物年产 1 万吨甲醇蛋白联产酶制剂项目
土建工程也已封顶，开始购置部分设备；
青海比亚迪一期已投入生产；时代新能
源 3 吉瓦时生产线完成设备安装，已达
6.6 吉瓦时生产能力；鑫东达电池壳体 7
条生产线已建成投产，两条生产线正在
安装设备；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3000吨碳酸锂提纯建设项目已
建成投产。

在建项目热火朝天，签约项目也在

尽快落地。据悉，今年南川工业园还成
功签约投资 10亿元的时代新能源年产 8
吉瓦时动力及储能电池项目；总投资 5
亿元的奥科新能源有限公司锂电正级材
料及配套项目；总投资 5 亿元的青海辰
元铝燃料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台
铝空气电池项目。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锂资源产业
链投资力度，努力将锂电产业优势最大
限度地转化为经济优势，锂电全产业链
日趋完善，带动全省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作为重要的锂电产业基地，南川工
业园区以发展正负极材料、隔膜、电解
液、动力及储能电池、电机、电控、电动汽
车和高纯氧化铝、蓝宝石、切片、外延、
LED为产业思路，形成了锂电正极材料 7
万吨、电池隔膜 20 亿平方米、动力和储
能电池 17 吉瓦时、镁基和稀土电池 1 吉
瓦时、高纯度氮化硅 3 万吨、高纯氧化铝
1000 吨、蓝宝石炉 1000 台和碳化硅晶
片、外延片、芯片、封装等链条配套完整
的产业格局。

锂电产业链日趋完善

南川工业园多个项目“触电开花”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 通讯员 李
文）7 月 1 日，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召
开了 2019年度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表
彰大会暨“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为主
题的文艺演出。

活动前，城中区人民法院全体党员重
温了入党誓词。副院长张静代表院党组

表彰了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文艺演出在第四党支部慷慨激昂的

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拉开序幕，干
警们通过吉他弹唱《我爱你中国》、舞蹈

《芳华》等节目，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无
限忠诚与热爱之情，展现出法院干警朝
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城中区人民法院举办庆“七一”活动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7 月 1 日，记
者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了
解到，2019 年青海省第十八届土族安召
纳顿节暨大通县第十届老爷山花儿会系
列文化活动将于 7月 5日开幕。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幸福大通 花儿
之乡”。7 月 5 日上午，2019 年青海省第
十八届土族安召纳顿节暨大通县第十届
老爷山花儿会开幕。6日至 9日，西宁市
大通县、湟中县和海东市将组织优秀花
儿歌手，举办老爷山花儿专场演唱会，展
示花儿独特的艺术魅力。

“百姓舞台”优秀民间曲艺歌舞团

队节目展演、“北川秦韵”戏剧专场演
出、“皮影戏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优秀剧目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作品展销、海东和大通两地书画联展、
美食节暨餐饮名店展等活动也将一一
展开。

此次文化系列活动旨在展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爷山花儿会”的
艺术魅力，振奋民族精神，展示民族风
貌，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民间传统
文化，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
断 满 足 人 民 日 益 增 长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

第十八届土族安召纳顿节系列活动

7月5日在大通老爷山启幕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近期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持续降雨，导致川口至大
河家高速公路 205 公里+300 米（大河家
方向）处山体滑坡，需要抢修施工，即日
起至 9 月 27 日，川口至大河家高速公路
巴州至古鄯段双向将实行全封闭抢修。

封闭抢修期间，川口南通往官亭的
车辆可从巴州高速收费站驶出，行走川

官公路至古鄯收费站，上川大高速行驶
至官亭。官亭至民和南方向，可从官亭
上川大高速行驶
至古鄯收费站下
高 速 ，走 川 官 公
路至巴州收费站
上川大高速至川
口。

川大高速巴州至古鄯段
实行3个月全封闭抢修

近日，2019 第三届青海省青少年打击乐比赛暨第十四届全国青少年打击乐比
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耀博国术举行。图为选手在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张红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