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海镇高原自行车城 9 月运营
为我省首个 PPP 项目 游客可在任一存取点存取车辆

本报讯 (记者 莫青 ) �记者从省财政
厅获悉，我省首个 PPP 项目———西海镇
高原自行车城运营服务项目正式落地。

PPP 是一种“基于特许经营权”的
投融资机制，运作机理就是盘活社会存
量资本，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创新基础
设施投融资模式。 海北藏族自治州决定
按照 PPP 模式实施 “西海镇高原自行

车城运营服务项目”。项目投资 1300 多
万元， 其中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 75%，
主要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社会资
本投资占总投资的 25%，主要用于自行
车的运营， 内容包括购买自行车 572
辆，在西海镇设置 19 个自行车存取点，
每个点均修建停车棚，棚内配自行车锁
止器、自助查询设备、可视监控、临时一

体锁，后台管理系统、租车卡、电子标签
等。

项目计划今年 9 月运营，当地群众
和外地游客均可在任何一个存取点存
取车辆，使用半小时以内免费，半小时
以上， 根据骑行时间收取每小时 1 至 5
元不等的费用。

青海湖畔将有自行车道
本报讯（记者 王雅琳）记者从青海

省交通部门获悉，环青海湖将有专门的自
行车道， 目前 31 公里的试验道路已经铺
设过半，未来，被称为国内最美骑行地的
青海湖，将用更加专业、更加安全的面貌
迎接世界各地的骑行客。

环湖骑行成为目前青海湖畔一道亮
丽的风景。 每年春夏之交，青海湖畔都会
出现骑行客的身影。 他们一般利用 4 至 5
天的时间，从西海镇出发，沿顺时针方向
绕湖一周，最后回到西海镇。目前，青海湖

畔骑行客数量有数十万之多。青海湖景区
保护利用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通过
实践探索青海省自行车道建设的标准与
规范，目前，由省交通厅牵头，海南藏族自
治州共和县交通局已经开始着手青海省
第一条环景区自行车试验道铺设，试验道
长度为 31 公里，未来，通过实践和探索，
有望在环青海湖景区 365 公里全部铺设。

记者从共和县交通局获悉，7 月 3 日
起， 这条自行车试验道已经开始铺设，起
点从海南州倒淌河镇甲乙村青海湖门禁

处开始， 终点将至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门
口，全长 31 公里，投资为 1600 万元，路宽
2.5 米，路基 3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按照
乡村公路标准修建， 目前已经完成 20 公
里的铺设。

在现场可以发现， 此条自行车试验道
铺设完成后，将成功实现自行车和机动车分
离，自行车游客将有了更高品位、更为安全
的骑行环境。 同时，环青海湖周边也将建立
起专为自行车游客服务的驿站，青海湖骑行
产业模式，将有更深、更广的发展空间。

借驾照代扣分
不行！

本报讯 （记者 徐美丽）“我的驾
照分不够扣了， 你的证这两天借我用
下扣几分吧。 ”9 月 1 日下午，市民朱
女士接到朋友打来的求助电话，但是，
这证到底借不借，让她非常纠结。

朱女士拿到驾驶证已经好几年
了，但一直没派上用场，所以，驾照从
来没有被扣过分。 前两天，她的一位朋
友因为开车违章被扣了好几分， 想借
她的驾照去扣分。 记者了解到，像朱女
士这样被朋友借驾照用于扣分的市民
还真不少。 市民王宁告诉记者，她的驾
照也曾经被朋友借过。

老家在安徽的戴先生，五一小长假
期间驾车回老家，由于大意在高速上出
现了违规记录，按规定要扣掉 10 分。为
了避免重新进入培训班学习，戴先生通
过朋友找到一个“职业代扣分”的，以
每分 100 元的价格买了 10 分。 为了避
免被扣证， 戴先生选择花钱消 “灾”。
“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很多人分扣得差
不多时就会借朋友的驾照，或者买驾驶
证分数。 ”戴先生感叹道。

就此， 记者采访了西宁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的张警官，他说按照规定，在
一个记分周期内第一次达到 12 分的，
应接受交通法规的理论学习和考试。
代人扣分是一种妨碍执行公务的行
为，借亲朋好友的驾照，甚至花钱找人
代扣分， 不仅让违法人逃避了法律处
罚 ， 还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管理秩
序。

电压不稳
居民家中电器“生病”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纳玉堂）9 月 1
日， 省城市民张女士向本报 96369 新闻
热线反映，虎台二巷 9 号楼，由于电压
不稳，造成多户居民家的家用电器被烧
坏。

随后,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很多居民
正在收发室登记烧坏的电器。 居民说，8
月 26 日， 就有几户居民家中的电器因
电压不稳被烧坏，居民们向西宁供电公
司反映，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检查后，说
问题可能出在了该楼的线路上，但这栋
楼的内部线路问题应该由物业公司或
者产权单位负责。

李女士说，8 月 31 日 16 时许，她正
在做饭， 突然看见抽油烟机闸刀冒火
花，接着抽油烟机就坏了，而自己家的
电灶、冰箱同时报废。 据初步统计，与李
女士有同样遭遇的居民近 20 户。

“95598”电力抢修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经确认，出现故障的是该楼的线
路，这栋楼的内部线路问题不归供电公
司管。

对此 , 虎台二巷 9 号楼楼长李女士
说：“这栋楼没有物业，等居民家中烧坏
的电器登记完后，我们再进一步解决问
题。 ”

树上挂满垃圾
恶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琪钧 杨丽
琼） 8 月 29 日， 不少市民反映省城祁
连路一小区旁的绿化树上挂满了垃圾
袋， 有的树枝中间还有塑料瓶。 袋子
里装有类似剩菜一样的垃圾， 黑乎乎
的。 树下就是人行道， 来往路人担心
垃圾掉身上。

“每天上下班都要到离绿化树不
远的公交站坐车， 经过树下时， 总得
躲着走， 就怕树上的垃圾掉下来。”
张女士无奈地说， 有一次刮大风， 树
上的垃圾掉了下来， 弄得路人满身污
渍， 臭烘烘的， 想想都让人恶心。

附近商铺的老板也十分苦恼， 挂
满垃圾的绿化树不仅影响到了商铺的
形象， 人们看了也不舒服。 “也不知
道怎么扔到树上去的， 一袋一袋的都
挂在树枝上， 绿化树都快成垃圾树
了。 上门买东西的顾客都会问为什么
门前的树上都是垃圾。” 一商铺老板
说， 希望相关部门能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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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我省大学生刘吉良郑州失联》一文追踪

本报联手郑州晚报寻找刘吉良
本报讯 （记者 彭娜 见习记者 姚宇

轩） 9 月 2 日，我省大学生刘吉良郑州失
联一事， 经本报报道后引起广大市民关
注。 昨日，本报与郑州晚报取得联系，两地
媒体将联手寻找刘吉良。 如您有相关线索
请 @ 西海都市报官方微博， 或拨打本报
96369 新闻热线。

刘父称报案未立案

9 月 2 日， 本报与刘吉良的父亲刘元
红联系得知，他们前往郑州市公安局火车
站派出所报案时，了解到孩子失联并未被
立案。 随后，记者致电郑州市公安局火车
站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未接到
报案。 再致电郑州市铁路公安局，得到的
回复是“不知道此事”。

9 月 1 日，刘元红和大儿子刘吉贤到

达郑州火车站后，立马查看了火车站的监
控视频。 “有一个人很像我弟弟，但视频
模糊， 不太确定， 能看到他走出出站口，
之后就看不到了。”刘吉贤说。当日晚，刘
元红父子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住下，他
们说，不立案就只能通过张贴寻人启事的
方式寻找。

学校拒绝接受采访

1 日，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的两位
老师到达郑州火车站， 与刘元红父子会合
后，一同查看监控视频。 关于报案一事，一
位黄姓老师的说法与刘元红一致， 至于为
何没被立案，他也说不清楚。 其他的细节他
不愿多透露，让咨询另外一位蓝姓老师。 蓝
姓老师则说，采访要通过学校宣传部门。

记者致电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对

方告知学校还未开学， 没有工作人员，让
找黄姓老师。 黄姓老师表示不接受采访。

“刘吉良，你会回来的，对吗？ ”

刘吉良的失联， 经本报报道后牵动着
许多家乡人的心。 与此同时，《急！ 我省大
学生刘吉良郑州失联》一文，被本报官方
微博 @ 西海都市报官方微博、新媒体掌上
青海转发后，一天内微博转发量惊人。 网
友纷纷留言，祈祷刘吉良一切平安，呼吁
网友们帮忙转发微博， 希望能尽快找到
他。

“刘吉良，你会回来的，对吗？ 别忘了
我们那一天的约定。 ”刘吉良的朋友发微
博说。“还没有刘吉良的消息吗？ ”“刘吉
良，我们等你回家。 ”其他朋友留言说，朋
友们都在揪心地等待他的消息。

本报联手郑州晚报
两地媒体一同寻找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记者一次次拨打刘吉良的手机号，听筒里
传来的都是同样的语音提示。 刘吉良的手
机号为联通号码，归属地为西宁，哥哥刘
吉贤希望， 能将弟弟的通话记录打印出
来，查找端倪。

为帮助刘元红尽快找到儿子，本报联
系到最先报道此事的郑州晚报记者刘凌
智，寻求帮助，两地媒体联手，共同寻找刘
吉良。如您有相
关线索请 @ 西
海都市报官方
微博，或拨打本
报 96369 新 闻
热线。

近日，湟中县上新庄镇地广村村民田胜辉在自家地里拔出了一个 15 斤重的大
萝卜。 村民说，今年他们自家种的萝卜每个都能达到 10 斤左右。

本报见习记者 纳玉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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