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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季蓉）一说起废品收
购站，很多市民会立即想到脏乱景象：一
两间破旧的房屋，一块闲置的空地，一台
秤，四处堆放的废品……

4月 16日，记者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彭
家寨镇的一家废品收购站采访。整改
前，这里各类废品乱堆乱放，废品回收虽
然可再生利用，但在经营过程中，不仅破
坏 了 周 边 的 环 境 整 洁 ，还 存 在 安 全 隐
患。当天采访中，院子里大部分废品都
已经收拾整齐了，但仍有一小部分废品
堆在院子里。

前期，彭家寨镇城管指挥中心执法
人员已对经营者开具了限期搬离通知
书，由于其未能按照要求
在三至五天内搬离，依据

《西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有关规定，处以二百

元罚款。
位于凤凰山快速路口西面巷道内的

一处再生资源回收站，由于站内废品没
有规划分类，加之执照上的地址与实际
地址不符合，执法人员也对经营者作出
了警告和限期搬离要求。

近期，城西区彭家寨镇党委和政府
结合幸福西宁·清洁西宁提升行动工作、
城西区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城西区每周四
建卫日活动，对辖区再生资源回收行业
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现已对辖区五家
再生资源回收站下发了限期责令整改通
知书，对三家再生资源回收站下发了限
期搬离通知书。

城西区整治八家废品收购站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逯桂）
来自西宁市城管局的消息，2020 年幸福
西宁·清洁西宁提升行动开始了。各级
城管部门齐发力，实现市容市貌管理更
加规范、环境卫生保障更加有力、交通
秩序提升更加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更加
科学、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更加高效、文
明素质提升更加明显、持续深化改革创
新更加深入的目标。

近日，根据《幸福西宁·清洁西宁提
升行动三年工作方案》要求，西宁市城
管局制定印发《幸福西宁·清洁西宁提
升行动 2020 年工作方案》。在市容市貌
提升行动中，西宁市将净化空间立面，
实施全城清洗、架空线缆入地和河道治
理，规范建筑工地、修车洗车和店招店
牌，清理整治违法建设，提升改造市政
设施和景观亮化，开展园林绿化美化彩
化，落实“门前六包”区域责任制，强化
市场秩序，治理回收站点。

在环境卫生保障提升行动中，将加
强机械化作业，完善垃圾收运体系，深入
开展垃圾分类，推进“厕所革命”，实施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推进垃圾综合治理，综

合整治改造城镇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治
理国省道及铁路沿线，提升物业服务能
力。

在交通秩序提升行动中，将建设过
街设施；开展“片区路网”建设，实施城东
区大寺沟等 5 条片区支路网新建改造，
城中区南酉山路等 11条片区支路网及南
大街、北大街、庄河路人行道改造，城西
区中华巷等 12条道路人行道改造，城北
区雷家巷等 3 条片区支路新建改造，实
现城区主次干道快速畅达；健全停车设
施，规范交通秩序；强化渣土管理，优化
洒水降尘作业；治理燃煤污染，清理整顿

“散乱污企业”。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将开

展村容村貌整治，加快村庄道路建设，改
善农村厕所环境。

在文明素质提升行动中，将治理不
文明行为，开展舆论宣传，规范养犬行
为，加强烟花爆竹管理、外卖和快递行业
管理。

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行动中，将深
化城管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街长制，推进
综合执法，完善监督体制。

幸福西宁·清洁西宁
2020年提升行动来了

网络基础设施快速提升

4月 16日 11点左右，西宁市城中区一
家羊肠面馆中，食客不多，但操作台上的
师傅一刻也没有停地在打包外卖，快递小
哥进进出出，一派忙碌景象。

面馆老板告诉记者，因为店面比较
小，很多老顾客现在都选择在网上下订
单，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全都是网上订
单 ，让 宅 在 家 里 的 人 们 也 能 吃 到 羊 肠
面。

方便快捷的线上消费，离不开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的快速提升。据了解，截
至目前，我省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到
3066GB；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
达 到 385.10 万 个 ，光 纤 接 入 端 口 达 到
376.67万个，占比全国排名第 3位，这意味
着我省网民上网越来越畅通。并且截至
2 月底，我省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 4.36 万
个，其中 4G 基站总数达到 3.42 万个,占比
全国排名第 1 位，实现 4G 网络全省全覆
盖。

我省持续加大偏远区域网络建设投
入，偏远区域的群众也可以享受到网络带
来的便利。身处祁连山大草原的马占林
可以通过一部 4G手机让自己驯养的马鹿
销往全国。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的果洛
藏族自治州人民可通过网络，购买自己需
要的生活物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孩子
也可以通过“空中课堂”享受到更多的教

育资源。
目前，我省累计投资约 33 亿元，获得

中央资金约 10 亿元，完成 3174 个行政村
的光纤宽带建设，在偏远区域新增 2511
个 4G 基站，行政村（村委会）已全部实现
光纤网络通达。

互联网访问速度越来越快

近期，西北地区首个域名根服务器（L
根镜像服务器）在我省上线运行，这对提
升青海、西北地区乃至全国互联网解析速
度和安全水平，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网
络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吴福甲介绍，我省
L 根镜像服务器上线后，避免了用户长途
绕转上海或香港的 L 根镜像服务器查询
域名，有效缩短我省及周边省份用户访问
L 根的解析响应时间，提高解析成功率，
优化了西北根镜像服务器区域配置。同
时，能够分流攻击流量、增强抗攻击能力，

有助于抵御域名劫持和网络瘫痪等网络
威胁，提升互联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

“ 以 查 询 www.sina.com.cn 对 应 IP 为
例，L 根镜像服务器业务上线后，整个流
程的耗时会下降 77.82%。”吴福甲告诉记
者。

除了根镜像服务器外，近年来我省建
成运营了高原大数据中心、三江源国家大
数据基地，启动海南藏族自治州大数据产
业园、中国电信青海大数据中心等一批项
目。百度、腾讯、阿里等高科技互联网企
业入驻数据中心，与大数据中心展开业务
合作，大大提升了青海人民访问这些网站
的速率。

青海省通信管理局全力提升互联网
上网感知，助力培育我省数字经济新业
态。支持电信企业为重点园区开通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线，方便我省国际访问流量
能够高效直达国际出口局。督促企业增

加出省带宽，最大限度地疏通倍增的互联
网流量。并鼓励各基础电信企业与业内
优势企业开展合作，加强我省根镜像服务
器管理和功能扩展，不断提升通信业服务
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

5G网络覆盖步伐加快

5G 手机上市了，青海人啥时候能做
到城区 5G全覆盖？

对于 5G，每个人热切期待着。
目前，我省西宁机场、西宁火车站、大

十字商圈、力盟商圈、唐道 637 商圈等公
共区域已经实现 5G网络覆盖。

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目前《关
于推动 5G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在报
送省政府审定。实施意见出台后，将有效
推动 5G站址等配套设施纳入我省国土空
间规划，积极推进 5G融合实体经济发展，
构筑 5G 产业新业态，丰富数字经济服务
功能。2020 年，计划建成 5G 基站 2000 多
个，实现我省市州主要城镇 5G 网络覆
盖。到 2023 年，实现 5G 网络覆盖全省县
镇，突出民生服务、产业园区、文化旅游等
重点领域的 5G 覆盖，5G 网络关键性指标
达到并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数字经济融入百姓生活

本报讯（记者 郭红霞）4 月 16 日，
记者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相关部门
了解到，今年大通县将实施 21个村学前
普惠项目，新建 18 所幼儿园，实施 3 所
幼儿园附属工程及 21 所幼儿园设备购
置，解决 1900余名农村地区幼儿学前教
育问题。

根据大通县为民办实事项目规划，
2020 年 3 月起利用 1 年时间，在朔北藏
族乡药匠台、塔尔镇塔尔沟等 21个村实
施学前普惠项目，总投资 1.02 亿元，总
建筑面积 2.32万平方米，计划年内全部
完工，2021 年 3 月投入使用。新建的农

村幼儿园将配备幼儿床、课桌凳、玩教
具、厨房设备、办公设备等，按照两教一
保的标准配备师资力量，少数偏远地区
幼儿园保证一教一保配备。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改善学前教育环
境，优化幼儿教育布局，全面提高学前教
育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
的需求，促进教育资源优化，更进一步落
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为管理和提高学
前教育办学水平提供良好的基础。

目前，大通县已有学前教育机构
127 个，其中幼儿园 100 所，走教点 27
个。

大通今年将建
18所农村幼儿园

本报记者 李增平

网购、外卖、网约车、空中课堂……现在我
们的生活与网络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数字经济
看似“高大上”，其实就是通过一个程序、一部手
机、一台电脑，在指尖轻触间，成为数字经济的
参与者。

4 月 18 日晚，游客在西宁网红打
卡 地 —— 唐 道 637 商 业 街 游 览 购
物。随着我省全面复工复产，省内旅
游也逐步开始恢复。

本报记者 海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