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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领海”携手央视走近加拿大深海渔业
在晴朗的冬日里，加拿大渔民

带着传统的捕龙虾笼子出海了。十
几个小时后，被放入海里的笼子被
一个个拉出水面，每个笼子里总能
困住两三只生龙活虎的龙虾。那些
脚不够长的公龙虾 、 产卵的母龙
虾，被一一放归大海 ，靠海吃饭的
渔民这样解释 ：“大海也要休养生
息。 ”也正因为这种环保理念深入
人心，加拿大才成了世界顶级海鲜
的天堂。

为引导消费潮流，鼓励可持续
的海洋捕捞生产发展，世界海鲜专
卖店———“皇家领海” 去年携手央
视 7 套走进世界海鲜产地，搜寻海
鲜源头，让国人以最实惠的价格吃
上世界最好的海鲜。

央视纪录片镜头 亲历皇家领
海海鲜出水瞬间

加拿大这个国家，也许很多人
并不陌生，可是要说起加拿大得天

独厚地拥有北大西洋、太平洋以及
北冰洋三大海洋顶级渔场，出产着
世界顶尖的海鲜，可能大多数人就
不了解了。 去年 11 月初，正是海鲜
丰美的时节 ，和往年一样 ，皇家领
海上海总公司董事长胡海平坐上
了飞往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飞机，
踏上了坚持每年探访海鲜产品源
头的旅程，而这次陪伴他的 ，则是
首次登上远洋渔船的央视 7 套纪
录片摄制组。

目前纪录片还在央视进行后
期制作中，但胡海平在旅程中写下
的博客，则能让人提前领略这段奇
妙的旅程中的一些片段。

一天收获 182 只龙虾 过磅后
10分钟就进冷库

那天哈利法克斯很冷，但是天
气不错。 船主菲力先生告诉我，这
样的天气里龙虾会浮游得更浅一
些，捕捉龙虾更加容易。 这天的目

标是加拿大渔业公司的
一艘 （体长 ）60 米大型渔
船，一大早就和摄制组一
起，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快
艇，才看到巡游在距离海
岸线几公里外的渔船。

我们登船的时间很
及时，因为菲力先生已经
指挥着船上的十多个手
下，准备拉起昨天提前下
水的捕虾笼了，那些笼子
里放着龙虾的诱饵，一夜

时间 ， 足够困住两三只贪吃的龙
虾 。 船尾传来哗啦哗啦的铁链响
声，船上的发动机带着五十个绞盘
一齐转动，五十个笼子慢慢升上水
面，两个摄像师和漂亮的央视女主
持人从我身边匆匆地跑过，抢着去
船右舷拍下这些镜头。

刚出水的笼子几乎每个都在
微微颤动，这是有收获的好迹象。 5
分钟前我刚跟一个年轻的本地小
伙子聊过，他告诉我 ，加拿大政府
有一个“国家行动计划”，来限制可

能污染海洋的人类活动，每条渔船
每年的下笼次数都是有限制的，所
以要每一笼都有收获才行。

笼子被一个个码在甲板上，菲
力先生提着一台电子磅秤过来。打
开笼子抓出一只气冲冲地朝他挥
舞大螯的大龙虾，“足有 1.5 磅，不
过是母的”他说。接着他一扬手，把
这只幸运的龙虾扔回了海里。 “一
磅以下的 ‘小伙子’， 还有所有的
‘姑娘们’，都将回到海洋里。”他对
着摄像机镜头笑眯眯地说。

最终这一天的收获是 182 只
龙虾。过磅后的 10 分钟，它们就都
进了船上的冷库，这样的冰鲜处理
可以让它们保鲜达 1 周以上，足够
让它们即使从哈利法克斯到达皇
家领海最遥远的一个城市的顾客
餐桌上，还会是足够鲜美的。 （摘自
皇家领海上海总公司董事长胡海
平的博客）

世界奇珍海鲜云集
皇家领海全球海鲜专卖店里

世界奇珍海鲜云集 ， 有来自加拿
大、古巴、澳洲、南美等地的野生龙
虾 ， 以及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的鳕
蟹，加拿大黄金蟹，俄罗斯 、智利 、
丹麦法罗群岛的海产王蟹和世界
各地的虾类、贝类等数百种珍稀特
色海鲜。 目前皇家领海推出了 380
元 、600 元 、800 元 、1200 元 、2000
元、3000 元以及 5000 元礼券套餐。

为了方便消费者，皇家领海联
合蟹都汇共同销售，凡是在西宁的
任何一家蟹都汇店内，都能购买到
皇家领海世界海鲜礼券、礼包。

抢购热线：
皇家领海专卖店
五四大街店：0971—8115878
夏都大街店：0971—8111854
蟹都汇专卖店
五四西路店：0971—8868842
解 放 路 店：0971—4911200
兴 海 路 店：0971—6129878

董事长胡海平展示刚捕捞上来的龙虾

深海捕捞进行时

海鲜礼券成西宁年货新宠

省卫生和计生委定“十六禁”改行风
本报讯 （通讯员 高列）为进

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 ，严
肃行业纪律，促进依法执业、廉洁
行医， 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青海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定十六项严
禁行为事项，在全省系统推行。

“十六禁”规定包括严禁开大
处方和乱开方，严禁开单提成，严
禁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
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 严禁违
规收费， 严禁在医疗过程中违规
操作， 严禁搭车检查、 开药和治
疗， 严禁出具各类虚假的医学证
明文件， 严禁以任何借口推诿或
拒绝抢救濒临生命危险的病人 ，

严禁对法定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隐瞒、缓报、谎报 ，严
禁参与推销活动和违规发布医疗
广告，严禁为商业目的统方，严禁
违规采购使用医药产品， 严禁收
受回扣，严禁收受红包，严禁在工
作时间进行其他与工作无关的活
动等内容。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各
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
机构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切
实加强对“十六禁”
规定执行情况的监
督检查， 严肃查处
违规行为。

西宁将狠刹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本报讯 （通讯员 贾权军 记者

吴亚春） 春节即将来临，西宁市纪委
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加强监督检查，大力整治公款
送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会所中
的歪风”等不正之风，确保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及西宁市委、市政府有关
务实节俭过节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西宁市各地区各单位将从 2014
年 1 月 上
旬开 始 至
2014 年 3
月底，对照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和中央“八项规定”，省、西宁市贯彻
措施，开展专项整治，严肃查处在公
务活动中赠送或接受礼金、 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和礼品；用公款送节礼、
大吃大喝、 相互宴请或安排旅游等；
用公款购买印制贺年卡、 明信片、年
历等物品； 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
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年
终突击花钱、滥发钱物；党员领导干
部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甚至搞
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境外招商入
住豪华酒店、举办奢侈宴请、送收高

档礼品、用公款参与高档消费七个方
面的违规违纪行为。

同时，西宁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将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对私人会所、相关场所、重点部位进
行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
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并坚决查处。 将认
真调查核实群众举报，及时查处存在
的问题，对问题严重的，不仅要追究
当事人的责任， 还要追究领导责任；
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
单位和个人要快查严办，并及时通报
曝光。

青海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4年 1月 8日

全国中奖总额：18827880 元 青海中奖总额：178240 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单注金额
单选 148注 1000元
组选三 0注 3��20���元
组选六 189注 160元

全国中奖情况 单注金额
单选 14573 注 1000元
组选三 0注 320元
组选六 26593 注 160元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公告
第2014008期
中奖号码
5 9 0

全国销售总额 52167368 元
青海省销售额 633616 元

省公安厅与省交通厅联手
长期打击恶意冲卡逃费行为

本报讯 （记者 龙腾飞） 近日,
省公安厅与省交通厅联合建立收
费公路通行秩序管理工作长效机
制，通过在收费站设立警务室等措
施，严打车辆冲卡逃费等行为。

据了解， 省公安厅与省交通
厅联合成立收费公路秩序管理协
调领导小组，专门建立协调工作机
制、联合执法机制、联席会议制度、
信息共享机制、信息抄告制度。 今
后， 将在重点收费站设立警务室，
对使用伪造、变造、故意遮挡、未悬
挂机动车号牌，高速公路逆向行驶
等违法行为开展日常性整治，依法
处理强行冲卡、 堵塞收费道口、破
坏收费设施、打骂侮辱收费人员等
违法行为。

另外， 还将在高速公路、国
省道重点路段新建或改建含卡
口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并接入
全国公安机动车查缉布控系统，
建立强行冲卡车辆 “黑名单”制
度，定期在媒体上曝光。

1月 8 日，由上百人组
成的旅游团前往贵德国家
地质公园冬游。 这个冬季，
我省旅游部门通过挖掘、
整合优质旅游资源， 针对
不同客源市场， 推出民俗
风情之旅、冰雪美景之旅、
休闲体验之旅等七大特色
专项旅游项目吸引游客，
为青海冬季旅游添上了一
把火。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