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侯金花 李占轶） 1 月 21
日 1 时 55 分， 记者从门源县政府办公室了
解到， 此次地震震感强烈。 目前， 正将群
众集中至广场等宽阔的地方， 县委、 县政
府相关部门正与各乡镇取得联系。

21 日 2 时，海北消防支队门源大队杨教
导员告诉西海都市报记者，目前，消防官兵
已经出动展开巡逻， 未发现人员被困等险
情，截至 2 时，未接到救援电话和指令。

2 时 09 分，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
12328 接线员说，大坂山有积雪，从视频上并
未发现异常，省道 227 线也没有异常，当地
通信畅通。

家住门源县城的小李称，当时她感觉整
个房子都在晃，没等她反应过来就听到窗外
有人大喊地震了。 目前，街面上车辆较多，很
多人都从家跑了出来。

门源全县展开巡查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 “请大家不要
传播谣言， 我就在门源， 交警武警都在指
挥车辆有序疏散。 请大家放心， 一切请以
地震台网及官方发布为准。” 这是 1 月 21
日凌晨， 省高速交警支队民警李国强的微
信留言。

地震时，李国强在门源下乡。 李国强说：
“目前， 门源县城武警交警现场指挥车辆通
行，交通畅通有序。 街面车流量增加，交警部
门第一时间已经开始疏导，请大家放心并且
相信我们！ ”

截至 2 时 30 分许，门源县城交通井然有
序，车流量减少。 据李国强说，此前网络上门
源地震路面裂缝的图片是假的。

本报讯 （记者 张卫平） 据中国地
震台网消息， 1 月 21 日 1 时 13 分在海
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发生 6.4
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 10 公里。 青海省
西宁市， 甘肃省兰州市及张掖、 武威、
定西等地震感强烈。

记者从门源县了解到， 当地通信

保持畅通， 县城许多市民已经到户外
躲避。 地震发生后， 县委、 县政府立
即召开紧急会议， 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门源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全县
展开排查， 截至记者凌晨 2 点 10 分发
稿时， 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报告。

地震发生后 ， 门源县各级部门、
乡镇全面展开巡查。 记者从海北州公
安局了解到， 近日， 海北州公安局正
在门源演练， 地震发生后， 公安部门
反应迅速， 已经组织民警、 特警、 消
防、 交警等各警种全部上街展开排
查。

当地通信畅通

本报讯 （记者 侯金花） 记者从青海省
公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获悉， 省
路网中心第一时间向门源公路段、 门源路
政大队、 大坂山隧道收费站及高管局路网
指挥中心询问道路通行情况， 均回复尚未
接到地震影响道路通行情况， 且各单位都
在密切关注地震影响， 发现异常随时上报。
省路网中心已将此情况上报部路网中心及
相关领导， 并密切关注震区道路通行状况。

交警：相信我们

尚未接到影响
道路通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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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抵押权？可以设定抵押权
的不动产有哪些？ 】

答：抵押权就是为了担保债务的履行，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财产抵押给债权人，
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
事人约定的事项， 债权人对该财产优先受
偿的权利。 如甲欠乙 50 万元，丙以自己的
一处房产为甲担保，并签订了抵押合同，进
行了登记。到了约定的还款日期，甲无力偿
还，于是将房产拍卖，价款 60 万元，则乙可
以优先受偿 50 万元。其中，甲是债务人，丙
是抵押人，乙是债权人，也是抵押权人。 根
据《物权法》的规定，可以设定抵押权的不
动产主要包括：1、 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
物；2、建设用地使用权；3、以招标、拍卖、

挂牌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
权；4、正在建造的建筑物等。

【如何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
记？ 】

答：当事人以不动产作为债务的担保，
签订抵押合同之后， 应当到不动产登记机
构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否则，抵押
权不成立。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抵押当
事人签订不动产抵押合同之后， 应当办理
不动产抵押登记。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时，
申请人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供以下资
料：1、抵押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或法人资格证
明；2、 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书；3、 抵押合
同；4、主债权合同，即当事人抵押的不动产
所要担保的债务的合同；5、 不动产权属证

书，共有还必须提交共有权证书和其他共有
人同意抵押的证明；6、可以证明抵押人有权
设定抵押的文件与证明材料；7、可以证明抵
押不动产价值的资料；8、登记机构认为必要
的其他文件。 不动产登记机构经审核，凡权
属清楚，证明材料齐全，符合抵押条件的，予
以办理抵押登记。 不动产抵押权自抵押登
记之日起设立，并受到法律保护。

【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有什么法定
义务？ 】

答： 申请人在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
办理不动产登记时，首先，需要根据登记的
具体事项，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准备好需
要提交的材料。因为如果材料不齐全，很可
能无法进行登记。例如，申请人不提交证明

自己身份的材料， 则登记机构无法确定权
利人的真实信息， 登记也就无法进行；其
次，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也就是说， 申请人有义务向登记机构提供
真实有效的材料， 如果申请人提供虚假材
料，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次，申
请人或者代理人应当亲自到不动产登记机
构办公场所申请不动产登记。 这是因为不
动产一般价值较高，是十分重要的财产，登
记申请人亲自到场申请登记， 有助于登记
机构准确了解申请人的真实意思， 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登记错误的发生；最后，在不动
产登记机构进行实地查看或者调查时，申
请人应当予以配合， 以便登记机构尽早查
清相关事实，及时完成登记，确认权利。

不动产登记政策问答(六)

本报讯 1 月 21 日 1 时 13 分， 我省
门源回族自治县发生 6.4 级地震。

地震发生后，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

郝鹏立即作出指示， 要求海北藏族自治
州及相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赶赴震中排
查震情， 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及相关

应急救援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目前， 省政府相关领导分赴省地震

局、 省应急办一线指挥救灾应急相关工
作。

郝鹏立即指示做好相关工作
我省门源县发生 6.4 级地震

← 地震发生后，门源县
浩门镇居民及时向开阔地区
转移、 疏散。 图为警察在组
织疏导。

通讯员 李占光 摄

→ 1 月 21
日， 市民在西
宁街头避险。

新华社发

↑ 1 月 21 日，青海省门
源县一居民家中的玻璃被震
碎。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张卫平） 记者于6时
05分到达门源县城。 经了解， 门源县
未收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报告。

北山乡有7户房屋出现较大裂缝，
2户院墙部分倒塌， 34户房屋出现较小
裂缝； 皇城乡东滩村1户房屋墙体出现

裂缝， 出现裂缝房屋过梁脱落； 泉口
镇11户房屋墙体出现不同程度裂缝；
珠固乡玉龙滩村一社停电， 德宗村1户
墙体出现裂缝。

各矿山企业、 水库、 道路、 隧道
均未受损。 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

中。
夜间门源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

右。 记者在县城看到， 走上街头的大
部分群众已回家休息。 部分私家车停
靠在县城空旷处 ， 车辆启动用于取
暖。

6时 05 分：本报记者现场发出首条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