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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家和专家充满期待
城西区民间鉴宝暨藏品展览峰会下周开幕

本报讯 （记者 龙腾飞 实习记者 苏
纪利） 8月12日，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 随着西宁市城西区民间鉴宝暨藏品
展览峰会的临近， 不论是藏家或专家，
都对本次公益活动充满期待。

“报名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12日下
午， 城西区民间鉴宝暨藏品展览峰会运
营负责人姜红英谈及此次活动时高兴地
说， “真没想到， 这次活动如此受人关
注。” 她介绍， 自 《西海都市报》 报道
民间鉴宝暨藏品展览峰会以来 ， 工作

人员每天都能接到大量藏家的电话 。
报名者中 ， 年龄最大的 80多岁 ， 最小
的仅 20岁 ， 有的是慕专家之名而来 ，
有的是有 “宝贝 ” 要展 。 “这次活动
除了受到西宁、 海东等地的藏家关注，
还吸引了许多果洛 、 玉树等地的收藏
爱好者 。 从报名的情况看 ， 收藏正成
为一种时尚 ， 且逐渐向低龄化转变 ，
其中有一批 80后收藏爱好者 ， 手中拥
有大量上等唐卡 、 珠宝 、 古画 、 原矿
石等藏品。” 姜红英说。

与省内藏家心情成正比的是， 千里
之外的鉴宝专家也对本次活动充满期待。
即将来青海免费鉴宝的叶佩兰、 单国强
等专家表示， 青海历史悠久， 早在新石
器时代， 居民的文化艺术活动就已相当
活跃。 青海的藏品以远古时代的彩陶、
历代传世的民族文物和宗教艺术品最有
特色， 不少极具特色的藏品具有很大的
收藏价值。 专家们也希望在此次鉴宝暨
藏品展览峰会上有惊喜， 能看到更多的
上等藏品。

德令哈 200 名游泳健儿挑战高海拔

海西州代表队摘得桂冠
本报讯（记者 李慧） 8月8日， 2014年

全国高原成人游泳邀请赛暨青海德令哈首
届高原游泳精英挑战赛在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德令哈游泳馆拉开帷幕。 这是我省
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的室内游泳比赛， 也是
在海拔近3000米的地方举办的首次全国群
众游泳大赛， 对引导和推动全国高原群众
游泳健身运动将产生积极作用。

德令哈游泳馆作为海西州全民健身项
目的功能性场馆之一， 是目前世界上高海
拔地区集竞技训练、 举办高等级赛事及大
型游乐功能于一体的唯一综合性游泳场
馆。 自2011年6月对外开放运营以来， 海
西州游泳全民健身活动借助德令哈游泳馆
的平台设施完成了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的
蜕变，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广大
群众的好评。 海西州游泳全民健身活动的

普及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业余体育活
动， 更推动了游泳运动在当地的普及。

为了此项赛事今后继续在德令哈举
办， 海西州委、 州政府在德令哈游泳场馆
引进国际领先的瑞士进口全自动记分系
统， 场地器材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要求，
按照全国性的游泳场地器材来做。 其中，
邀请的仲裁、 裁判长均由国家体育总局游
泳运动管理中心指派， 保证赛事有序开
展。 在开幕仪式上， 中国游泳协会授予德
令哈游泳馆“全国游泳锻炼等级标准（青
海） 推广中心” 牌匾。

海西州委常委、副州长王敬斋说，此次
赛事是海西州建州6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项
重要文体活动， 以赛事为平台， 以体育搭
台、旅游推介为载体，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
体育的协调发展， 通过赛事展示海西各民

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展现海西绚丽多
姿的旅游资源。 同时，以赛事为契机，推进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和群众游泳健身活动，
掀起全民游泳健身运动的新高潮。

本次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
管理中心、 中国游泳协会、 青海省体育
局、 海西州委州政府主办， 海西州文体广
电局、 海西州游泳协会、 海西州文化体育
场馆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德令哈市人民政
府、 共青团海西州委、 中国洲克控股有限
公司协办。

比赛共设50米、 100米自由泳， 50米、
100米仰泳， 50米、 100米蛙泳和50米蝶泳
等7个项目， 参赛选手按年龄分成9个组，
共有9支代表队组队参赛。 经过一天的紧
张比赛， 最终海西州游泳协会代表队获得
冠军。

城西地税局开展
口福街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个体工商户管
理，提升个体工商户纳税遵从度，规
范个体税收秩序， 堵塞个体税收漏
洞。 7 月 31 日，城西区地税局抽调业
务骨干，组成专项检查小组，对口福
街个体户进行拉网式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针对口福街个体
工商户无营业执照和餐饮卫生许可
证， 无法办理税务登记等历史遗留
问题，共检查 65 户个体户，其中已
办理正式税务登记证 5 户， 临时税
务登记证 34 户，领用发票 23 户，已
下发限期改正催办办理税务登记证
26 户。

通过此次检查， 提高了税法的
影响力， 并为规范个体市场的税收
秩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火灾应急自救莫慌张
本报讯 （记者 何耀军 通讯员 黄开

森）火一旦失去控制，会酿成火灾，有可能
危及生命、财产，对于每个人而言，掌握火
灾应急自救知识，可能意味着多条逃生之
路。

一旦发现火灾，发现人应立即向本单
位领导、 保卫部门人员和消防部门报警。
报警时沉着冷静，口齿清楚，言简意赅，将
着火单位名称、地址、方位、门牌号码、火
势情况大小、物质燃烧性质和面积、人员
伤亡等情况报告清楚，当对方讲“知道了，

消防车已出动了”，即可停止报警，并到路
口等待消防车为其指路。

等待消防车时，着火单位在岗人员必
须立即依靠手势、喊话，将在场人员按合
理的疏散路线，引导到安全地带。疏散工
作应设专人指挥，分组行动，互相配合，以
维持火场秩序，为灭火创造有利条件。

火情较为严重时，要迅速逃生，不能
因贪恋财物长时间逗留。逃生时应该充分
利用建筑物内的设施设备，切不可乘坐电
梯。楼内失火，应向着火层以下疏散。

逃生过程中遇烟雾，应尽量用浸湿的
衣物披裹身体，捂住口鼻，身体贴近地面
向安全地带前进。 在大火封门不能逃生
时，应将门缝塞严，泼水降温呼救待援。如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
火苗。

四小时发生
三起交通事故

京藏高速朝阳至韵家口方向

本报讯 （记者 彭娜 见习记者 季蓉
姚宇轩）8 月 12 日，京藏高速公路朝阳至
韵家口方向， 四小时发生三起交通事故，
相隔仅一公里。 12 时，事故处理完毕，道
路恢复畅通。

第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 12 日凌晨 4
时 ， 京藏高速公路朝阳至韵家口方向
1805km 处，一辆装有大蒜的货车侧翻，大
蒜散落一地，驾驶员未受伤。货车侧翻后，
后方车辆紧急刹车，造成 7 辆汽车轻微追
尾，无人员伤亡。接到报警后，青海高速交
警二大队民警赶往现场， 于 5 时勘察完
毕。

早上 9 时，同一方向再次发生两起轻
微交通事故， 距第一起事故地点仅一公
里，位于 1806km 处。 事故造成交通拥堵，
因部分驾驶员占用应急车道，民警无法及
时赶往现场处理， 直至 12 时道路才恢复
畅通。

不可不学的消防知识
西宁消防支队
西海都市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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