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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中区礼让街街道办事处七一路
西社区的三楼，挂着一幅长 132 厘米、宽

62厘米的小楷书法作品，这幅作品字迹工
整，段落分明。这是辖区 76 岁党员李正
安，用毛笔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
容摘抄下来的。

“毛笔虽小，我要用它写出对党的深
情热爱，写出我们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同
时我也希望能给辖区年轻党员做表率，让
他们无论从学习中还是工作中都要不断
地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来践行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李正安动情地说。

“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粼粼的湟水
绕城而过……”每周一、周四下午，在七一
路西社区老年大学音乐班教室里，都会传
出阵阵悠扬的歌声。李正安老人正认真
地为 70 多名学员教唱歌曲。“李老师任劳
任怨，不计报酬为我们上课，在李老师的
音乐课上大家能学到很多歌曲，还有乐理
知识，特别有收获，我们都很感谢李老
师。”说起李正安，社区老年大学的学员都
纷纷夸赞。

李正安老人多才多艺，在工作的时

候，闲暇之余，他学习了音乐、作曲理论、
美术、书法等为自己不断充电。还自学了
钢琴、手风琴、二胡等多种乐器。退休后，
李正安有了更多时间去钻研自己的爱好，
读书、学习、看报也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
内容。

今年，七一路西社区老年大学开课
了，社区负责人得知李正安多才多艺，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去邀请他来社区担任音
乐教学老师。“我们社区老年大学资金有
限，学员基本都是辖区居民、退休老人，
属于公益性的老年大学，老师也没有报
酬，当时还担心李老师不愿来教学，结果
当我们去邀请他的时候，李老师爽快地
答应了。”社区负责人张卫英对西海都市
报社区记者说。

每周一、周四下午，李正安都会按时
来上课，上课之前，他精心备课，针对每
个人的特点，安排课程，这让学员们都非
常感动。不仅义务授课，李正安还组织
学员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演出和文艺活
动。

9 月，街道和社区筹备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的各类活动，李正安作为一名书
法爱好者，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和社区
一起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于是，李正
安在家中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用规整的小
楷，摘抄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
容，并且裱好之后送给社区。居民纷纷前
来参观和点赞。

“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李正安
说，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要为宣传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让大伙儿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越过越有
劲头。

七旬老人多才多艺 无怨无悔奉献社区

本报讯 5G 作为社会信息流动的主
动脉、产业转型升级的加速器、构建数字
社会的新基石，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10 月 31 日，中国移动在全国
首批 50 个城市正式开启 5G 商用，并出台
5G商用套餐和服务等一系列举措。西宁
作为中国移动首批 50 个 5G 商用城市之
一，同步进入 5G 时代，同享 5G 商用套餐
和服务。

据悉，客户只要拥有一台 5G手机，即
可在上述 50 个城市有 5G 网络覆盖的地
方享受 5G 服务。这次 5G 商用服务举措
呈现五大看点：

一是 5G 套餐多重权益。中国移动
5G 个人版套餐从 128元到 598元，家庭版
套餐从 169元到 869元，各分 5档，分别拥
有相应的网络、品牌、服务、业务和会员
等多重权益。参与此前 5G商用预约活动
的客户还可享受 5G 套餐的折扣优惠，网
龄 5 年及以上的可享受半年的 7 折优惠，
网龄 5年以下的可享受半年的 8折优惠。

二是 5G 终端购买多种优惠。参与
“终端优惠购”活动，客户最高可享 600元
直降优惠和价值 699元购机大礼包；参与

“终端信用购”活动，客户可享受分期免
息和终端直降优惠；参与“无忧换机”活
动，客户购买指定品牌 5G 手机可享受旧
机回收服务。

三是“5 新”业务服务个人客户。中
国移动聚焦 50 个场景，为 5G 个人客户打
造全场景沉浸式新看法、新听法、新玩
法、新拍法、新用法等“5 新”业务体验。
5G 超高清视频、真 4K 直播和 VR 业
务，打造新看法；“超高清、实时互动、多
屏展示”视频彩铃产品，打造新听法；“超
高清、无延时、云端运行、即点即玩”云
游戏，开创新玩法；即拍即玩互动短视
频，创造新拍法；5G 云盘、5G 云手机、
5G 新消息，推广新用法。

四是服务升级方便快捷。中国移动
提供“不换卡、不换号、便捷开通 5G”服
务，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只要换一部 5G

手机，不需开通办理，就可享受 5G。此
外，客户还可尊享 10086 服务热线优先接
入、免停机服务等专属服务内容。

五是全球通客户直通 5G。中国移动
全球通客户可通过“5G 直通计划”,直享
5G 速率服务，全球通客户无需办理 5G 套
餐，即可享受与身份对应的 5G 极速和优
享服务；直享 5G直通包服务，全球通客户
可不换套餐直享 5G 流量和权益；客户办
理 5G 套餐即刻成为全球通客户，并可享
受全球通等级升舱服务。

作为 5G先行者，早在 2012年，中国移
动就启动了 5G研发工作，围绕 5G需求定
义、核心技术研发、国际标准制定、产业
推进等各个环节全周期主导，全面引领
5G 发展主航道。进入 5G 商用元年以来，
中国移动全力推动“5G+”计划实施，快速
部署 5G网络建设，加快推动 5G融入百业
服务大众，持续引领推动 5G 标准和技术
研发。截至目前，中国移动在全国超过
50 个重点城市建成 5G 基站 4 万多个，在

全国 300 多个城市开展 5G 网络建设，在
100 个城市完成 150 个营业厅的 5G 体验
升级改造；青海移动在西宁已建设 5G 基
站 300个，5G网络覆盖西宁市主要城区及
重点商圈、机场火车站、重要机关单位、
大学院校等热点区域，并在省内其他市州
建成 5G体验基站，供客户体验 5G高速网
络和业务服务。中国移动以“5G 终端先
行者联盟”为载体，推动 5G 终端产业成
熟，打造多模多频多形态 5G智能终端，已
发布 44 款 5G 商用终端及解决方案，其中
已上市 13 款 5G 终端（包括 10 款手机和 3
款CPE）。面向工业、能源、交通、医疗、教
育、智慧城市等 14个重点行业，着力打造
100 个业务场景，已取得显著进展，与重
点行业龙头企业已合作形成 51份创新应
用方案。2020 年，中国移动将进一步扩
大网络覆盖范围，在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
市提供 5G商用服务，并加快推动 5G终端
普及，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美好的数字化
生产生活。（师成森）

5G看移动，商用给客户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 燕卓 文/图

李正安介绍他的书法作品。

本报讯（记者 李延绯）“它现在在顶棚
上，我们也不敢动，你们能联系动物园吗？”
11 月 2 日 ，市 民 张 先 生 致 电 西 海 都 市 报
96369新闻热线求助。

张先生说，2 日 14 时，他所在的汽车美
容中心突然飞进一只棕褐色的鸟，鸟的体型
比鸽子稍大，尾巴很长，有几道黑褐色的横
纹。这只鸟飞进了吊顶格栅里，扑腾着翅
膀，一直飞不出去。

随后，记者联系到西宁市观鸟协会，经
王舰艇会长辨认，这只鸟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雀鹰，属于小型猛禽之一。

王 舰 艇 说 ，近 几 年 西 宁 城 市 环 境 变
好，野生鸟类频频出现，在雀鹰没有受伤
的情况下 ,不要打扰它，一是防止鸟儿受
到惊扰后受伤，二是避免鸟类伤人，建议
人群离开雀鹰周围，打开门窗，它自然会
飞走。

按照王舰艇的建议，张先生和现场人员
从现场散开，16 时，误入汽车美容中心的雀
鹰已经安然无恙地飞走。

汽车美容中心 飞来一只雀鹰

本报讯（记者 燕卓）近日，城中区
解 放 路 22 号 院 居 民 将 一 面 锦 旗 送 到
城中区礼让街街道办事处解放路社区
办公室，“感谢你们为我们小区办实事
办 好 事 。”居 民 代 表 对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说。

解放路 22 号院是上世纪 80 年代修
建的老旧小区，因房屋修建时间年久，
上下水管网老化，小区经常停水，下水
管道也经常堵塞，楼上楼下住户为此经
常发生矛盾。小区居民向西海都市报

社区联络站反映：“遇上下雨天，小区的
排水管道也不通，路面经常积水，严重
影响我们出行，真是太闹心了。”

解放路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
及时将院内情况上报街道办事处，办事
处工作人员实地调查，最终决定用为民
办实事专项经费，将 22号院的上下水管
网维修好，还对院子做了地坪硬化、为
小区安装大门、清理了化粪池。居民夸
赞道：“现在院子变化太大了，我们住在
这里幸福感满满。”

老旧小区变化大
居民居住更舒心

本报讯（记者 祁宗珠）11 月 1 日，
记者从西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获悉，
警方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
案。

前不久，西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
到举报，西宁有两家店卖假货。接到线
索后，经侦支队民警经过多方调查确
定，这是由夫妻二人经营的两家店，从
外地低价购进服装后，再用缝制某国际
知名品牌布签、吊牌、合格证的办法，高
价出售服装。

警方调查认为，这两家店负责人的
行为违反商标管理法规，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较大，涉
嫌违法。10 月 30 日，警方现场查获 800
余件服装，将涉案嫌疑人周某及黄某抓
获。

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早年在西宁
开服装店时，销售过各类知名服装品
牌。此后，两人销售某知名品牌。2012
年开始，他们在城中区某商场开始使用
正规品牌与贴标品牌同时销售的办法。

据办案民警介绍，两名嫌疑人的行
为已经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目前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
审理中。

销售假名牌服装
这对夫妻落法网

五四大街 44 号院的棋牌娱乐老年活
动室，由于各种原因，取暖成了问题，有老

人将此情况反映给了西海都市报社区联
络站。近日，城西区北商业巷社区举行了
关于五四大街 44 号院老年活动室取暖方
式的听证会。居民代表踊跃发言，除了肯
定了社区为民服务的工作，也认可了圆桌
听证会的作用。经过多方沟通，最终社区
决定利用为民服务资金为活动室购置电
暖器并订做门帘，现场居民代表举牌表示
认可。

（本报记者 季蓉）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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