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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晓军 摄影报道）
“太危险了，我要是再晚一秒停车，有可
能就被这棵树砸中。”4 月 28 日 14 时，司
机白先生说。

4 月 28 日 14 时，西宁市城北区柴达
木巷，一棵杨树突然倒地，附近广告牌受
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在现场看到，倒地的杨树约 20
米长，树冠向东，树干将整条路堵死，树
根将路面方砖连带拔起。

“当时，我经过这里，这棵树瞬间倒在
了离我一米远的地方。事发路上没有行

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行人张先生说，
他刚走到事发地，看到前方一辆轿车突然
加速前行，眼前的杨树就从他面前倒下
了。

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仅靠几个
人的力量无法将其搬离。为此，西宁市
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将堵
路的大树切割后运走。两个小时后，这
棵大树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畅通。

西宁市城北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这棵杨树倒地是大风引起
的，未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西宁柴达木巷
一棵杨树突然倒地

↑工作人员将杨树锯
断、清理。

←倒地的杨树堵塞道路。

本报讯（记者 才让三智）记者从中
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获悉，4 月 29 日
起，兰州至乌鲁木齐高铁将全线实施电
子客票，青藏集团公司管内西宁、门源、
大通西、海石湾、乐都、平安驿等 6个火
车站实行电子客票。

电子客票于 2018 年 11 月在海南
环岛高铁开始试点，2019 年 7 月扩大
至上海至南京、成都至重庆、广州至
珠海（湛江西）、昆明至大理至丽江 4
条高铁城际铁路试点，2019 年四季度
后在全国高铁和城际线路大面积推
进实施。

电子客票的推广应用经历春运、暑
运、小长假、黄金周客流高峰考验，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旅客体验良好，特别是
在疫情防控期间，电子客票自助退改

签、无接触进出站、网上办理返岗务工
团体票等优势得到充分显现。自海南
环岛高铁试点以来，目前全国铁路已累
计发售电子客票 7.36亿张。

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出行体验
将进一步提升。旅客可通过互联网购
票、退票和改签，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行
程变更，凭有效身份证件实现“一证通
行”、无接触进出站，实名制核验、检
票、验票等环节更为方便快捷，闸机检
票平均速度由 3.8 秒缩短至 1.3 秒，极
大提升了进出站效率，节约了时间成
本，而且能够有效防范丢失车票、购买
假票等风险。

铁路部门提示，有关电子客票实施
的详细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
站和相关车站公告查询。

兰州至乌鲁木齐高铁
今起全线实行电子客票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连日来，西宁
市集中力量，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掀
起全民参与齐动手的爱国卫生运动热潮。

西宁市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召开
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园区管
委会，立即行动。爱国卫生运动主要围绕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公共场所卫生整
治行动、卫生消毒和除“四害”行动、农贸
市场卫生整治行动及全民健康知识和文
明卫生理念宣传行动等展开，号召西宁市
各级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发
挥榜样带头作用，从我做起，带头参加全
民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和环境整治工作，带
头破除不文明、不卫生陋习，从而带动广
大市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持久参与
爱国卫生运动。

据统计，5万余人参与到市容环境卫生
整治周活动，清理垃圾 300余吨，清除乱张
贴30余万处，清洗擦拭市政设施4万余个。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西宁市各区、各
单位也不断推进西宁市爱国卫生运动向
纵深发展。城中区以“创建日”活动为契
机，结合“建卫”长效管理机制，不断加大
对单位、家属楼院、城中村、集贸市场等处
督导检查力度。城西区针对小街小巷流
动摊贩、占道经营、“四害”滋生地、“门前
三包”责任落实不到位、“三防设施”不完
善、城乡接合部卫生反弹等问题，开展集
中整治活动。城北区重点解决了道路路
面、城市公共设施、交通护栏等“城市家
具”脏、乱问题，使城北区城市面貌焕然一
新，进一步巩固了城北区新冠肺炎疫情阻
击成果。城东区组织韵家口镇、各街道办
事处、区城管局、区城乡建设局、区市场监
管局等职能单位对辖区主要大街、背街小
巷、城乡接合部、集贸市场、居民楼院、建
筑工地环境卫生实施了集中整治。

（详见A07版至A11版）

全民参与
西宁掀起爱卫运动热潮

本报讯（记者 李延绯）4 月 24 日、25
日，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平台、《西海都
市报》报道了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7 名学
子勇救两名黄河落水者的事迹。4 月 27
日，循化高级中学举行表彰大会，表彰 7
名救人的学生。

表彰大会上，学校为韩兴杰、马小
龙、韩毅、马凡青、韩杰、韩天旗、韩海明，
以及他们的班主任马娜、陕晓萍、李幸明
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

“人的生命是特别珍贵的，在那个最
危险的时刻，我和我的同学只是做了一
件我们应该做的
事情。今后，我们
会倍加珍惜这份
荣誉，好好学习，
努力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韩
兴杰作为代表发
言时说。

勇救两名落水者
循化高级中学表彰7名学生

购票环节，旅客通过铁路 12306 网
站（含手机客户端，下同）购票时，可自
行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单；旅客通过车
站窗口、自动售票机购票时，可收到铁
路部门提供的购票信息单。购票信息
单仅作为信息提示，不作为乘车凭证。

进出站环节，旅客可凭购票时使用
的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
闸机完成实名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
续；旅客持户口簿等不可自动识读证件
时，可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通过人工通道完成实名制验
证、进出站检票手续。

乘车环节，旅客须按购票信息显示
的车厢号和座位号就坐。遇列车工作
人员查验车票时，旅客应出示购票时使
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旅客如需退票、改签，使用电子支
付方式购票且未领取报销凭证的，可在
铁路 12306 网站办理，如已领取报销凭
证或使用现金购买电子客票，也可先行
在网上办理退票，再于 180 天内到任一
车站完成退款等相关手续，一并交回报
销凭证。

旅客如需报销凭证，可于开车前或
乘车日期之日起 30 日内，凭购票时使
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
口（含自动售取票机、代售点窗口）打
印 ；超 过 30 日 的 ，旅 客 可 联 系 铁 路
12306客服中心办理。为了更加方便办
理行程变更手续，铁路部门建议购买电
子客票的旅客尽量使用电子支付，如需
报销，尽量在行程结束后领取报销凭
证。

相关链接

实行电子客票后

旅客在购票、进站乘车、退改签等环节会有哪些变化

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4 月 28 日，由
青海省商务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西
宁市商务局、城西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享
网购 暖市场 惠民生”系列线上促消费暨

“双品网购节”活动在西宁拉开帷幕，活
动将开启一场全民参与的消费盛宴。

青海“享网购”系列线上促消费活
动，聚焦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计划利用
6个月左右时间，围绕商超、餐饮、汽车销
售、农产品上行等重点领域，通过省市联
动推出消费券发放、“三品一标”认证、

“青货出青”专场活动、农产品品牌推介
会、网络车博会等 8场特色主题惠民利民
促销活动，调动居民消费热情，释放城乡
消费潜力。

作为青海“享网购”系列活动的首场
活动，活动当天面向西宁市居民（包括域
外来宁人员）发放了 10万份总额为 500万
元的电子消费券。西宁市 42 家电商、44
家商贸和餐饮企业，233 家门店参与到活

动中，这是我省刺激消费增长的创新之
举，也是通过“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
支持”的方式，提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
回补、释放消费潜能、提高市民幸福感的
一次有益尝试。

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拿着手
机提早守候在“支付宝”领券页面，只为在
第一时间拼手速抢到电子消费券。“消费
券推出的时间很好。五一假期，我肯定会
去商超购买一些商品，还可能去饭店、饮
品店消费，正好都能用上券。”市民章女士
在成功抢到消费券后，特地将 5张 5元、10
元面值的消费券截图发在好友群里分享
自己的“战果”。

电子消费券如何使用？记者在西宁
大十字百货看到，门口、收银台等醒目位
置，都张贴、摆放着活动二维码海报。

“扫码有活动，满 100 减 10 元。”收银
台旁，收银员对每名前来结账的顾客提
示。购买了部分商品后，记者向收银员

展示支付宝 10 元西宁消费券，通过扫一
扫显示扣款 10元，使用成功。

“接到通知后，我们提前两天作了全
员动员工作。为了更好地指引顾客操
作，对收银人员和收银主管开展了电子
消费券操作流程的专门培训。”西宁大十
字百货经理助理高友生介绍。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化
运作”原则，省商务厅在组织青报商城、
西宁优选两家电商平台参与全国“双品
网购节”百家电商平台网上促销活动的
基础上，还组织了我省百家线上店铺、
200 个网络主播，通过网上销售、直播带
货等方式，宣传我省特色产业，提升优质
农特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快孕育消
费新模式，挖掘消费潜力，提高消费者品
牌意识、品质意识，营造放心消费网络环
境。

“发挥电商平台优势，为促进消费回
补和潜力释放，我们推出了各项实惠活

动，给线上线下的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
的优惠。”作为参与到此次活动的电商企
业，青海秦仁堂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秦
海彬说，此次活动给商贸流通企业提供
了一个促进交流、形象展示的平台，为商
贸流通企业提振消费信心、稳定消费预
期，释放被冻结、被搁浅的消费潜力按下
了快进键，进而协助企业尽快走出困境。

繁荣节日市场，促进消费稳步增长。
“享网购”系列线上促消费活动和发放消
费券的刺激措施，将充分调动居民消费热
情，带动全省人流、商流、物流活跃度回暖
提升，凸显消费“乘数效应”，进一步释放
城乡消费潜力，促进疫情后消费市场迅速
有效复苏，进而带动生产与投资增长，稳
定就业，增加税收，加速经济复苏。

我省启动“享网购”促消费活动
西宁市42家电商、44家商贸和餐饮企业，233家门店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