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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青海旅游市场冷中有火
□时报记者 陈钰月 张傲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对于很多外地
游客来说，青海的“美丽冻人”给他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记者十一期间采访部分景
区发现，受冷空气影响，棉大衣租赁等生
意变得异常火爆。
“这是我第二次来青海旅游，上次来
是 7 月份，没想到 10 月的青海更加美，就
是冷了点。”10 月 7 日，来自四川绵阳的范
女士在茶卡景区告诉记者，自己是提前一
星期在网上预订的茶卡民宿，要是提前两
三天预订，根本订不到。

记者走进茶卡“天空壹号”景区发现， 字号饭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老字号
门口的商铺纷纷做起了“租裙子、军大衣” 饭店已不仅仅是老顾客、家庭聚会的首选
的生意。据商贩李女士介绍，因为天气变 场所，也成为很多外地游客的打卡圣地，
冷，许多外地游客来旅游都没有带厚衣 “以前到了节假日都是以老顾客用餐为
服，自己就想到了租赁棉大衣的生意。
“一 主，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成了饭店里
天大概能租几十套吧，不少游客都是红裙 的主要客流。”
子和大衣一起租，拍照的时候穿裙子，冷
冷空气除了带火了“吃”，还让“逛”和
了就马上穿上大衣。”李女士说。
“购”也火了一把。10 月 7 日下午，记者走访
外出旅游太冷，不少游客将“吃”作为 西宁几家大型商场后发现，和以往相比，这
备选项。记者采访中看到，国庆黄金周期 些商场十一期间客流量明显增多，各种折
间，省城各大老字号及品牌餐厅预订火 扣海报随处可见，收银处排起了长队，市场
爆，不少餐厅的包间全天无空位。一家老 消费火热。

长寿·读者杯

门球挑战赛首进西宁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2019 年中
国·夏都西宁“长寿·读者杯”门球挑战
赛于 10 月 8 日在西宁市体育场开幕，
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 22 个省市自
治区的 36 个代表队近 500 名中老年门
球爱好者欢聚一堂，切磋球技。
据悉，本次比赛是“长寿·读者杯”
首次走进我国的大西北，在 3 天的赛
程里，团体赛、男子单人赛、女子单人
赛、双人赛共 200 余个参赛队将进行
800 余场比赛。在这些参赛选手中，既
有多次获得全国冠军，
“ 读者杯”冠军
的各地门球高手，也有初次走出家门
来到全国赛场的基层门球爱好者。
门球运动是一项寓体、寓智、寓乐
的体育项目，深受中老年人喜爱，已成
为我市中老年朋友日常健身项目之
一。作为一项已连续举办了 10 年的
跨地区传统门球赛事，2019 年“长寿·
读者杯”是首次在青海举行，首次来到
高原赛场，这是对办赛工作的挑战，是
对参赛队员的挑战，是对裁判工作的
挑战，更是对门球运动的挑战。
近年来，西宁市实现了社区和行政
村健身器材全覆盖，在全省率先建成城
区“10 分钟体育健身圈”并启动了提档
升级工程，修建了西门口、体育公园等
15 个门球场，每年举办国家和西北地
区，以及省市级的包括门球项目的各类
体育赛事活动 100 余次。
本次比赛既是展示门球水平和精
神风貌的一次中老年体育盛会，也为
广大门球爱好者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大
好机会，对推动西宁市门球运动发展、
提高门球运动水平，吸引更多的中老
年朋友投身到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具有
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2016 年西宁市启动为期三年的“美丽夏都·清洁西宁”品牌建设，从大力实施城市
主次干道由“扫”到“洗”深层次变革，大幅推进城区绿化，历时近三年的不懈努力，西
宁洁净优美的城市环境更加凸显。图为西宁市城中区环卫工人正在清洗道路围
栏。
时报记者 李永兰 摄

西宁为司法鉴定上了一把
“安全锁”
时报讯（记者 陈钰月）近日，西宁市
司法局召开全市司法鉴定行业警示教育
暨党课教育工作会。
本次会议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全省司
法鉴定行业警示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
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执业活
动，防范和化解司法鉴定领域重大风险，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推动西宁
市司法鉴定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会上，
通报了全国司法鉴定行业违法违规典型
案例，安排部署了西宁市司法鉴定行业
整顿治理工作。
会议要求，以此次警示教育为契
机，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相结合，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开展
学习活动，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牢固
树立责任意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和
法治意识，自觉遵守司法鉴定实施程序

和技术规范，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
律。马祯青副局长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和司法鉴定行业警示教
育的重大意义及目标任务两个方面为什
么开展、如何开展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并对司法鉴定行业提出了具体要求。他
强调，要以开展司法鉴定行业警示教育
活动为切入点，从司法鉴定执业资质、
执业场所设置、司法鉴定受理、实施、
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时限、鉴定收
费、鉴定人出庭作证、执业纪律、鉴定
援助等方面规范司法鉴定行业秩序。在
执业过程中做到诚信执业、廉洁执业、
依法执业、规范执业，要坚守底线，杜
绝“人情”鉴定，提高司法鉴定质量，
净化司法鉴定执业环境，提升执业规范
化水平，以实际行动维护并提高司法鉴
定行业公信力。

乐都再添三处省级文保单位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10 月 7 日，拥
有近 600 年历史的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
碾线岭庙举行了“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
揭碑仪式。据悉，今年乐都区共新增 3 处
省级文保单位。
当日一大早，位于乐都区芦花乡十字
村的碾线岭庙热闹非凡，周边彩旗飘飘，
宗亲们忙碌于家庙内外，一边张罗着中午
的宴席，一边准备着即将举行的揭碑仪
式，现场一派喜气、祥和的气氛。
碾线岭庙位于芦花乡十字村，东临乐

都十二景之一冰沟奇峰，该庙始建于明代
洪武年间，清康煕、乾隆年间曾有修葺，庙
宇所在地是明清以来甘青地区广大群众
祈福、物资交流、传统民间社火表演的重
要场所，现存早期建筑有正殿、东西廊房、
山门等，附属文物有大明钹、螺号、花岗岩
碑记、石水槽等。特别是殿内的木雕，手
法独特，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科学研究
和历史保存价值。
2003 年 6 月 20 日,碾线岭庙被乐都
区 人 民 政 府 公 布 为“ 县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2019 年 6 月份，碾线岭庙和位于高
庙镇新盛村的乐都南山寺、城台乡山城
村娘娘庙共同升级为“青海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
维系民族精神，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碾线
岭庙管理委员会组长李万军告诉记者，获
得“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荣誉不仅是
碾线岭庙数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证明，也
为乐都文化之乡锦上添花。

省农牧机械推广站

再获殊荣
时报讯（记者 李永兰）日前，青
海省人民政府在青海会议中心召开
了青海省劳动模范集体、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命名表彰大会，青海省农
牧机械推广站荣获“青海省劳动模范
集体”
荣誉称号。
据悉，这是省农牧机械推广站党
支部今年荣获省直机关工委表彰的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后的又
一殊荣。同时，省农牧机械推广站研
究员许振林获得“青海省先进工作
者”
荣誉称号。
近年来，青海省农牧机械推广站
把推进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致力于农机深松整地、绿色环保机械
化技术推广应用，不断提升青海省综
合机械化水平，优化农机装备支撑，
推动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加快构建
“增产增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绿色
环保机械化推进新格局。全力推动
青海省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
效”发展，农机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徒步登高

开启敬老月活动序章
时报记者（记者 李永兰）10 月 7
日，2019 全国重阳登高健身大会青海
分会场暨青海省体育局敬老月主题
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600 余名徒步
爱好者通过徒步登高的方式，共度重
阳节。
据青海省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
主任李卫东介绍，本次活动路线全长
约 1.8 公里，通过徒步登高的方式，传
承中华民族传统习俗，进一步开创我
省老年运动新项目，打造全民健身活
动新品牌。
活动当日，徒步爱好者们相聚在
西宁市城北区北山美丽园丹凤朝阳
景区，分别进行体育彩票展销、经典
户外趣味游戏以及特色节目展演的
嘉年华活动，以各具特色的形式，打
破当前户外活动的单调性与乏味性，
让中老年参与者在活动中收获健康、
收获快乐。
“将重阳登高这个中华民族的传
统习俗与全民健身新时尚相结合，养
成登高户外活动的健身习惯，营造全
社会老有所健、敬老爱幼的良好风
气，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进一步开创我省老年运动
新项目，打造全民健身活动新品牌，
是我省推进全民健身工作，努力建设
新青海的重要举措。
”李卫东说。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
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青海省体
育局、青海省体育总会、青海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办，青海省登山运动管
理中心、青海省登山协会承办，青海
北山美丽园管理中心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