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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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9日 9:00-24:00
孙五路：宁张路地区；西宁城北天马

密封胶条厂、青海博兴新型建材公司、青
海绿杰特种养殖有限公司、青海衡兴工贸
有限公司、青海博天钢结构有限公司、瑞
景河畔二期、瑞景河畔、城北汇通水泥制
管厂、市政工程管理处、青海龙明钢结构

科技工程有限公司、青海青龙水泥制品厂
有限公司、佳瑞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胜
立泡沫板厂、龙明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鑫源屠宰肉食品加工厂、城北双峰制钉
厂、二十里铺新村、城北区人民法院、中国
移动西宁分公司、长途汽车站、西宁旭盈
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西宁明瑞畜牧养殖合
作社、市政路灯、石头磊新村二期等。（停
电原因：线路改造）

3月 19日 9:00-24:00
孙七路：宁张路地区；绿地集团西宁

置业有限公司、西宁碧盈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供
电段等。（停电原因：线路改造）

西供电调停字20200311

西宁供电公司停电通告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国网客户服务热线：95598

为进一步强化执勤备战观念，建
立正规战备秩序，提高队伍紧急行动
能力，检验队伍战斗准备状况，2 月 25
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
支队全勤指挥部开展夜间紧急集合拉
动演练。

6 时 30 分，随着三声急促的紧急
集合哨音，全勤指挥部全体人员迅速
反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立即穿着全
套抢险救援服，携带 72 小时应急救援
背囊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列队。集结完
毕后，当日值班领导对全体人员个人
防护装备佩戴情况仔细检查，并对携
带 72 小时应急救援物资认真清点，随

后 组 织 全 体 人 员 开 展 三 公 里 负 重 拉
练。

拉练结束后，支队党委充分肯定
了此次拉练的效果，并提出，全体消
防人员要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做
好执勤战备，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
队伍各项管理规定，做好随时遂行应
急救援任务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能够
快速有效处置。要以支队党委提出的

“素质提升年”目标，扎实推进全员岗
位大练兵活动，将训练落到实处，将
训 练 拉 近 实 战 ，确 保 队 伍 随 时 拉 得
出、冲得上、打得赢。

（通讯员 王瑞涛）

为切实保障企业复产复工阶段消防安
全，近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
支队自觉站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驾护
航的高度，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主动会同相
关部门会商研判和调研指导，准确掌握重
点行业领域企业复工复产时间、规模、数量
等情况，深入分析复工复产面临的各类消
防安全风险隐患，紧盯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按照科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在
全州集中部署开展企业复工复产消防安全
服务保障工作。

海西各地应急、消防、市监、发改等部
门迅速行动，全面摸清复工复产企业底数，
联合开展消防安全技术服务保障工作，主

要对企业内部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室
内外消火栓等重点部位进行了检查及帮扶
指导。针对存在的问题，检查组向企业进
行了认真反馈，并提出技术帮扶指导及整
改方案。同时，指导企业将消防安全列入
复工复产方案重要内容，确保企业消防安
全职责履行到位、消防设施检查测试到位、
防火巡查检查到位、用火用电和易燃易爆
物品安全管理到位、员工消防宣传教育培
训到位、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到位，不断强化
自主管理、排查隐患、消除风险。截止目
前，共开展消防技术帮扶 13家次，帮助整改
隐患 21条。

（通讯员 王瑞涛）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企业复工复产消防安全服务保障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紧急集合拉动演练瀚海消防

新华社华盛顿3月10日电 美国总统选举两
党预选第二个“超级星期二”初步计票结果 10日
夜间陆续揭晓，在备受关注的民主党方面，前副
总统拜登在关键“摇摆州”密歇根获胜，扩大了对
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的领先优势。

综合美媒报道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天举行
预选的 6个州中，拜登赢得密歇根州、密西西比
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其主要竞争对手桑德
斯在北达科他州和华盛顿州处于领先。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票方面，截至
发稿时，拜登已获得 822 票，领先桑德斯的 663
票。要想获得党内提名，竞选人需获得过半数党
代表票。在选民构成方面，拜登赢得不少非洲裔
和白人蓝领选民支持，其支持者更加多元。

当天，共和党也在上述 6 州举行党内预选，
由于现任总统特朗普在党内几乎没有对手，各方
预计他将再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在 3日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预选首个“超级
星期二”中，拜登赢得 14个州中的 10个，桑德斯
赢得 4 个州。目前，民主党预选拜登和桑德斯
二人对决的局面已经形成。现年 77 岁的拜登
和 78岁的桑德斯都是政坛“老将”，拜登属于温
和派，而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则较
为激进。

党内预选是美国总统选举第一阶段，通常
在大选之年的年初至 6 月在各州陆续举行，民
主、共和两党竞选人争夺本党总统候选人提
名。长期以来，美国部分州、海外领土选择在总
统选举预选阶段前半程的某个星期二集体举行
党内预选。这一天的预选活动跨地域广、选民
数 量 大 、多 样
性 强 ，其 结 果
对两党总统候
选人提名影响
重 大 ，因 此 备
受 关 注 ，被 媒
体 冠 名 为“ 超
级星期二”。

意大利确诊病例过万

意大利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当地时间 10 日 18 时，该国累计确诊
病例增至 10149 例。当天新增死亡病
例 168 例，累计死亡 631 例，累计治愈
1004例。

从当天开始，意大利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封城”措施，包括暂停所有文
化、宗教、贸易和体育活动，禁止民众
擅自离开当前所在地；关闭酒馆、电影
院、博物馆、学校、游泳池、健身房等。

据记者观察，当天意大利居民出
行量较之前明显减少，药店、餐厅等
营业的店铺在门口或橱窗上张贴“入
内需保持距离”等告示。首都罗马多
家超市采取限流措施，部分超市收银
台前划出一米线，提醒顾客等候付款
时保持距离。

意大利的“封城”措施暂时没有
对物流和公共交通作出限制。意大
利民航局 10 日说，意大利各机场正
常运转。但即便如此，出入境航班大
幅减少。

法航、英航、易捷、瑞安等欧洲主
要航空公司当天宣布暂时停飞往返
意大利的航班。罗马尼亚、葡萄牙、
马耳他等国也暂停了往返意大利的
航空、海上等客运联系。

防输入 防扩散

除暂时停飞航班，多个欧洲国家

还出台或强化其他防输入、防扩散的
措施。

瑞典公共卫生局 10 日将新冠肺
炎疫情在境内扩散风险提高至最高
级。瑞典外交部也调整本国公民出
行建议，把不要前往“意大利北部”改
为“意大利全境”。

德国东部萨安州 10 日新出现 5
例确诊病例，意味着疫情已扩散至德
国全部 16 个联邦州。德国多个联邦
州决定取消举办千人规模以上的活
动。首都柏林所有歌剧院、音乐厅等
取消 4 月 19 日前的全部活动。

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和斯洛伐克
10 日宣布，对从疫情严重地区入境
者采取 14 天强制隔离观察措施。塞
尔维亚政府决定暂时禁止来自疫情
严重国家的人员入境，禁止本国医
疗系统工作人员前往疫情严重国家
旅行。

捷 克 10 日 确 诊 病 例 骤 增 至 61
例，政府宣布从 11 日起全国学校和
教育机构停课，禁止一切超过 100 人
的社会、体育和宗教活动，关闭政府
文化部下属的所有美术馆、博物馆和
图书馆。

法国疫情较重地区则要求学校
从 9 日起开始停课 15 天，全法范围内
约有 30 万名学生因此受影响。法国
教育部承诺为停课学生提供远程教
学资源。

希腊、塞浦路斯、阿尔巴尼亚当
天也宣布，暂时关停境内学校和教育

机构。

积极迎战抗疫“马拉松”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
日前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新
冠肺炎疫情一定能被战胜，但这个过
程是“一场马拉松”，民众应该配合政
府建议，避免恐慌，调整心态迎接“持
久战”。

欧洲多国政府正努力从物资配
备、提升民众防护意识等方面着手，
积极迎战这场抗疫“马拉松”。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10
日呼吁民众错峰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短途出行尽量使用自行车或步行；在
公共场合避免与人握手、拥抱和亲
吻，并勤洗手。

为应对疫情中可能出现的物资
供应短缺，英国政府宣布将出台临时
措施，延长超市以及其他食品零售商
的送货时间。

随着疫情升级，英法等国部分超
市出现抢购现象。记者在巴黎和伦
敦的多家大型超市看到，意大利面、
米、面粉、罐头和卫生纸是市民抢购
的主要商品，部分货架处于断货或者
少货状态。英国已有超市对部分生
活必需品实行限购。

据立陶宛通讯社 10 日报道，立政
府将向卫生部拨款 124 万欧元，用于
购买防护物品。

新华社伦敦3月10日电

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万
欧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0 日继续攀升，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确诊病例超过 1 万例，全国

进入“全境封城”第一天。同一天，一些欧洲国家采取暂停航班、强制隔离等有针对性的防控
措施，严防疫情输入。更多欧洲国家决定停学、禁赛、取消大规模公众集会，以遏制疫情在各
自境内扩散。

英格兰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说，疫情一定能被战胜，但这个过程是“一场马拉松”。

美国民主党预选
拜登赢得关键摇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