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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记者 张傲
本来是一项惠民工程，却因为收费

问题，让市民没有了惠民的感受。近
日，家住西宁市城西区贾小庄小区的王
先生拨打本报热线，称小区强制居民安
装智能水表，并且由政府补贴后价格比
市场上还要高。

记者调查发现，市民的理解和项目
实际情况有偏差。

11月 1日，记者以“业主”身份前
往该小区物业公司了解情况。据西宁四
立物业贾小庄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安装智能水表是为了改善小区
居民用水的问题。这次安装智能水表是
由城西区政府、城西区城管局、城西区
城建局、街道办事处等五个部门联合推
行的项目。每个水表由政府补贴 50%，
补贴后的价格为 800元一个。原来家中
有几个水表，就需要安装几个这样的智
能水表。

当记者询问智能水表安装是否为强
制安装，该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说是必须
要统一安装，但随后改口称并非强制安
装。“因为要更换上水管，如果有一户
不安装，其他住户用水都会受影响，因
此我们会去做工作。”

但是记者在该小区32号楼前由物业
公司贴出的通知中看到，尚有不少住户
没有缴纳安装智能水表的费用。

“智能水表怎么回事我都没搞清
楚，就让我交钱。通知上还说什么过了
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我觉得这个水表
价格太贵了，家里两块水表就要交 1600
元。”小区居民李女士说。

据城西区城建局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贾小庄小区安装智能水表的事情并不
归城建局负责。包括这个事情，城建局
方面并不清楚。

“安装智能水表是去年我们向政府
申请的一个惠民项目，主要是改善居民

用水问题。如果装上了智能水表，以后
收水费、用水都会有极大的改善。整个
项目是有补贴的，一部分由居民承担，
但是安装智能水表并非强制安装。”贾
小社区主任王海英告诉记者。

记者拨通了西宁市城西区城管局办
公室的电话，该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智能水表绝对没有强制安装，都
是通过民意调查来决定是否安装。如果
不安装智能水表，肯定会影响用水情
况。”

记者随后联系到西宁供水总公司，
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西宁供水公
司并没有参与安装贾小庄小区的智能水
表。“供水公司供应的智能水表价格为
300多元一个，安装费100元，加起来也
就是 400多元，一套总表也用不到 1600
元。”

11月 6日，西宁市城西区政府组织
相关单位回应记者称，贾小庄小区建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原来的自来水管全
部是铸铁的，目前已经严重老化，主管
道及住户家中水管经常发生渗漏现象。
为解决这一问题，贾小社区和物业公司
对小区 1113 户住户进行了入户回访，
其中 220 户为出租户没有签字、112 户
为空房，实际回访 781户，其中 85户不
同意安装，同意安装率为 70%，因此贾
小庄小区智能水表及管道更换列入城西
区 2018 年老旧散楼院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实施时也曾和相关施工单位进行过
洽谈，但因费用较高，就选择了招投
标，市民所需承担的费用实际上预算是
775 元，其中每个智能水表费用 466 元
（和供水公司品牌不同），其他费用为水
管材料、管道阀门拆除等费用，“因为
每家住户面积不一，所用的材料不一
样，所以每户需要的费用可能有差别，
因此 800元是预收费用，最后核算后再
多退少补，希望住户能够理解。”

时报讯（记者 王悦）近日，我省民营医疗机构资料
移交会在西宁市卫生监督所组织召开，青海省卫生监
督所、西宁市卫生监督所主要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
被移交医疗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青海省卫计委关于对部分医疗
机构移交属地化管理的通知》精神，省卫生监督所与
西宁市卫生监督所签订《移交协议书》，将原属省卫
生监督所监督管理的青海华山医院、青海东大肛肠医
院等10家医疗机构的相关资料移交至西宁市卫生监督
所。

在移交会上，移交的10家医疗机构负责人介绍单
位基本情况，青海东大肛肠医院的主要负责人代表被
移交单位宣读并与西宁市卫生监督所签订了依法执
业、医废规范处置、医疗广告《承诺书》。青海民联医
院、欣怡门诊部主要负责人进行表态发言。

西宁市卫生监督所将对移交的 10家医疗机构进
行摸底调查，进行电子化注册，完善被监督单位资
料，并根据西宁市蓝盾护航系列行动工作要求开展
监督检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
责任人责任，加强自律，做到依法执业、规范行
医，为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构建诚信示范城市
做出积极贡献 。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近日，西宁市城北公安
分局祁连路派出所破获系列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1名，涉案金额1000余元。

经调查，10月 25日下午，犯罪嫌疑人石某窜至
湟水河建材市场某商铺内，以假装购买电线为由，
趁店内营业员不备之机，将摆放在商铺门口货架上
的一卷崭新电线盗走。之后，当李某行至市场门口
附近时，行为诡异的他引起了湟水河建材市场工作
人员的怀疑，做贼心虚的他将盗窃所得电线扔到地
下后拔腿就跑，没跑多远就被市场工作人员和闻讯
赶来的保安当场擒获。接到群众报警后，祁连路派
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将嫌疑人石某带至派出所进
行审查，并当场查获赃物电线一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石某供述了其于10月18日
至25日，分别在朝阳建材市场、湟水河建材市场以同
样方法盗窃3家商铺电线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
疑人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城北公安分局依法刑事
拘留。

时报讯（记者 张傲）11月6日，
气象部门连续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
息，省交通厅连夜编发青海省交通
运输应急指挥中心公路气象过程信
息，对加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
应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据了解，面对全省大范围降
雪，省交通部门重点强化 G6 京藏
高速全线，G0611 张汶线平阿李路
段，G0612 西和高速德小路段，
G0615 德马高速花久段，G0613 西
丽线，G227 张孟线达坂山、景阳
岭，G109 旺尕秀等路段的清雪除
冰工作，全力做好日月山、西宁南北

环线等交通量较大路段的车辆疏导
分流和道路保通工作。

同时，对辖区内隧道出入口、
长大下坡、桥梁等重要构造物和山
区、临河临崖等易发生危险路段进
行全面排查，严防降温降雪引发安
全事故。养护单位充分保障冬季
保通应急物资储备，确保融雪剂、
防滑料等储备数量充足、除雪除冰
机械状态良好，务必做到责任、措
施、人员、机械、物资五到位。关注
气象预警，充分发挥路警联动工作
机制作用。各单位高度关注气象
预警信息，强化与公安交警部门的

协作，充分利用广播、网络、短信、
微信和公路沿线可变信息板等发
布公路交通气象预警信息和安全
行车和文明出行提示，保障公众安
全便捷出行。

此外，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
送工作。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
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通
信联络畅通，及时向指挥中心报送
相关信息，严格按照《青海省交通
运输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和处理办
法》的相关要求，做好公路交通突
发事件和险情的信息报送和处理
工作。

我省全力确保道路畅通

11 月 6 日，青海
省 超 声 医 学 工 程 学
会 首 届 会 员 大 会 召
开，通过举手表决选
举产生学会理事 42
名、常务理事 23 名、
会 长 1 名 、副 会 长 7
名、秘书长 1 名、副秘
书长 1 名及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9名。

时报记者 王悦 摄

一男子盗窃作案被当场擒获

10家民营医疗机构监管权移交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记者从
海北州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州提前
一年落实了交通运输部“两检合
一”、2019年底前实现全国货车通检
的工作要求。

据了解，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
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部署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交通
运输部、公安部、质检总局《关于加
快推进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改
革工作的通知》和省厅《关于进一

步落实道路货运车辆检验检测改
革政策的通知》精神，确保“两检合
并”政策不折不扣落地实施，进一
步方便广大货运车主就近检车。
日前，海北州交通运输局主动作
为，联合州公安局部署开展道路货
运 车 辆 年 检 和 年 审 依 法 合 并 工
作。从 10 月 20 日起，海北州就已
实现机动车“两检合并”检验检
测。并将具备安检、综检“两检合
一”资质条件的检验检测机构信息

在局门户网站等平台进行了关于
海北州机动车“两检合并”检验检
测机构公示，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和
群众办事，提前落实了交通运输部
在 2019年底前实现全国货车通检、
实行“两检合一”的工作要求。

据悉，“两检合一”式的检验检
测机构，车主将只排一次队、只交一
次费，安检、综检事宜由检验检测机
构一次性办结，体现了“交钥匙工
程”的一站式便捷服务。

海北提前一年实现货车通检

智能水表安装到底贵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