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祁连
第三方协调解决医疗纠纷

本报讯 （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李
勇 刘志成）1月10日， 海北藏族自治州
公安局在门源回族自治县、祁连县等公
安部门的配合下，重拳出击，在门源县
侦破一起传销案，抓获传销人员68人。

据海北州公安局经侦支队队长魏

加华介绍， 这起传销案是海北州建政
以来首次侦破的聚集和参与人数最
多、影响较大的传销案件，也是海北州
公安出警人员最多的一起案件。 这次
行动, 海北州共出动警力一百九十多
人， 初步统计涉案资金达到六十七万

余元，受害者四十余人。
据了解，2014年10月， 门源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民警在侦破一起入室盗窃
案中偶然得知，门源县张某某、杨某某
伙同外县传销人员以销售黑茶为名，
多次组织关于买黑茶能快速致富为内
容的传销活动。对此，门源县公安局开
始着手调查， 并将情况向上级部门汇
报，经过两个多月的明察暗访，正式立
案。同时，为使案件得到圆满侦破，海
北州公安局一方面加大侦破力度，精
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一方面耐心等
待最佳侦破时机。2014年年底， 门源县
公安局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 获取了
“参与传销人员2015年1月10日将在门
源县某餐厅聚会”的确切消息。门源县
公安机关于1月10日14时， 在门源县浩
门镇某餐厅的一间宴会厅抓获了68名
涉案人员，其中妇女与中老年人居多。
当场抓获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主
要人员张某某、景某某及孟某某，同时
展开审讯及内查外调工作。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海北
州公安局民警提醒广大群众， 遇到此类
事件时要提高警惕， 千万不要轻信这些
所谓的巨额回报，以免陷入传销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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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侦破建政以来最大传销案

销售精英变身养鸡达人

张璐璐和她的丈夫在海晏县哈勒
景蒙古族乡永丰村的养鸡场里忙碌着。
他们是一对大学生夫妻， 为了坚守梦
想， 他们选择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这
个小村子： “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
销售行业中打拼， 三年的奋斗， 我觉
得大学生的出路不一定是考公务员、
不一定要在喧嚣的大城市里打拼， 农
村天地广阔， 只要有决心， 定能实现
梦想。”

2009年7月， 张璐璐毕业于青海师
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 她和丈夫一
直在甘肃省兰州市的一家汽车公司做
销售。 “一辈子靠打工来荒废人生是
毫无意义的”。 两个人心中涌动出一股
创业的力量， 让他们躁动不安， 这种
力量就是年轻人的激情与梦想。 自此
以后， 张璐璐一直在苦苦地思索着、
找寻着一个可以在农村创业的门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璐璐在中央
电视台七套《致富经》 栏目中看到了
养殖土鸡致富的信息， 一个创业的念
头蓦然而生。 “家乡有大片的草场，
何不在草场投资养殖土鸡， 通过自己
的创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呢？” 张璐璐
要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一天， 张璐璐将在家乡养鸡的想
法告诉父母， 父母认为她的想法很好，
当即表示支持： “不要怕失败， 只要
有希望， 你就大胆干。” 有父母的鼓励

和支持， 张璐璐养鸡的信心更坚定，
勇气更足了。

拿着所有的存款以及父母和亲朋
好友筹措的资金， 她和丈夫开始了艰
辛而漫长的创业之路。 一个中文系毕
业的大学生， 对养鸡一片空白， 所有
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真应了那句老
话： “万事开头难。” 想归想， 说归
说， 真正要去干的时候困难是很多的。
养殖场地从何而来？ 没有技术怎么办？
能不能成功？ 风险有多大？ 一系列问
题摆在了张璐璐的面前， 她再一次陷
入了徘徊之中……

投资项目， 首先要考察项目的可
行性， 于是张璐璐开始大量的市场调
查。 通过调查， 她得出一个结论， 在
草场里养殖生态土鸡， 适合当前大众
的消费心理， 见效快、 效益好， 是一
个能致富的项目， 并且最终决定养殖
脂肪低、 蛋品好的芦花鸡。

“刚开始因为没技术、进货渠道
和销售渠道，也不敢大搞。起初，我们
买了204只鸡苗，没有地方饲养，父母
为了支持我们，将他们居住的20多平
方米卧室腾出来供我们养鸡。父亲去
废品厂买来废钢筋，为小鸡做了两个
简单的育雏鸡笼。我也买来了养殖的
书籍和光碟，边看边实践，随着鸡慢
慢地长大，问题也随之而来，需要更
大的场地、鸡舍，父母和家人天天去

找场地 ，场地找好后 ，没有水 、没有
电，为了节省资金，自己拉电、挖井，
鸡舍都是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建造
的，刚开始盖的鸡舍只有100平方米，
只能养1000只鸡，就这样，我们的养殖
事业开始了。”张璐璐说。

2012年3月至2013年2月间， 张璐
璐的养殖场共养殖1700只鸡， 净利润
25500元， 但好景不长， 房东要收回他
场地。 犯难之际， 又是父母给予了支
持： “既然要搬， 就把鸡舍再往大扩
建， 盖一个能养3000只鸡的鸡舍。” 在
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东拼西凑
了18万元， 在哈勒景蒙古族乡永丰村
新建了一栋能养三千多只鸡的鸡舍。

去年， 张璐璐的养鸡场共养殖六
千多只芦花鸡， 净利润为9万元。 去年
8月成立的海晏县永丰芦花鸡生态散养
专业合作社， 有同村的5户农户入社。
合作社成立至今已养殖芦花鸡10300
只， 获利近12万元， 其中入社农牧户
均实得近两万元。

张璐璐告诉笔者， 合作社如今的
经营范围有芦花鸡的育雏、 繁殖、 养
殖及芦花鸡的销售及芦花鸡土鸡蛋的
销售， 今年1100只公鸡预计营业额可
达 9 万 元 ，
土鸡蛋预计
营业额可达
16万元。

峨堡新城显雏形

海北首个自行车公共交通服务系统投用
本报讯 （记者 张卫平） 海北藏

族自治州委 、 州政府筹资近 1400万
元在州府所在地西海镇建成青藏高
原第一个自行车公共交通服务系统
经过调试全面投入运营服务。

西海镇高原公共自行车项目以
“政府主导、 企业参与、 委托运营、
购买服务” 的原则进行建设 ， 公共
自行车服务系统和自行车专用道改
造总投资1387.9万元， 其中建成覆盖
西海镇各居民小区和办公、 学校 、
商业区域的服务站点 19个， 建设自

行车棚19个， 服务亭5个， 投放自行
车 572辆 ， 安装锁止器 760个。 已建
成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 按照节
约资源、 专业管理的要求 ， 委托海
北安达公共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运营管理， 政府根据运营效果购买
公共服务。

高原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 是完
善海北州西海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符合生态城镇、 新型城镇建设时代
要求的绿色环保、 节能、 健康 、 安
全、 公益、 便民利民、 惠及民生的

基础工程。 构建绿色出行交通体系，
优先发展自行车公共服务系统， 不
仅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 ， 建设生态
文明、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 , �公共自行
车的随时租用和不受线路的限制的
方便性更是一项惠民便民措施 ， 是
延伸公交服务， 提高城市公共交通
机动性和可达性， 吸引机动车出行
者改变出行方式， 节约道路资源、
减少环境污染、 缓解 “出行难” 问
题的重要措施， 还能给居民提供一
种简便的运动方式。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聂文虎 马德平）以
“环境与人文”相融合为建设理念，以畜牧产品加工和
旅游业为主要产业的综合性城镇———峨堡镇经过一年
多建设，初显雏形。

据了解， 峨堡新城目前建设估算完成投资 1.9 亿
元，峨堡高原新城建设近期建设期限为 2013 年至 2015
年，目前已重点建成集“日用百货、蔬菜瓜果、地方土
特产、餐饮娱乐”为一体占地 18 亩的综合商业市场 1
处，建成房屋 84 套；实施峨堡古城遗址公园建设，修复
瓮城两座 （目前完成主体一座），3800 平方米的古城
博物馆和峨堡镇西侧 2000 米河道整治工程已完工。 高
原新民居住房按照“藏式 + 现代”风格，采取“庭院宅
基地 + 庭院草地”“庭院宅地 + 庭院预留宅基地”的
方式建设。

峨堡高原新城的建设将极大地发挥 “青海北大
门”的地位优势，有利于扩大交流、融合文化，对于进
一步开发当地人文景观资源、 生态旅游业的资源优势
和促进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聂文虎）近年来，医
患纠纷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 成为当前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 为了及时解决医疗纠纷、医疗意外，祁连县
成立了医疗纠纷协调及第三方调解领导小组， 形成医
疗纠纷调节机制。

据了解，目前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
双方直接协商， 但这样容易加剧患者与医院的双方矛
盾；二是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但由于在医疗纠纷处理中
卫生局和医院存在直接管理关系， 导致一些患者不能
信任；三是提起诉讼，但由于通过诉讼解决方式时间长
成本高，给医患纠纷的解决带来了诸多不变。

祁连县医疗纠纷协调及第三方调解领导小组由司
法局、卫生局、医院及资深医疗专家组成，对各类医疗
纠纷、医患矛盾及医疗意外进行协调、沟通、鉴定等工
作。第三方调解机制以其社会地位中立的优势，在化解
医患纠纷中发挥独特作用，为政府解忧、为法院减负、
为群众解难，保证了医疗机构正常工作，打破医疗机构
单方面话语权，调和医患关系。

抓获传销人员 68 人

抓捕现场。 本报记者 马智尧 摄

通讯员 李勇 智华坚赞 林忠

门源救助贫困儿童
本报讯（记者 马智尧 通讯员 杜磊）门源回族自

治县多渠道、多途径救助辖区贫困儿童，为他们送上温
暖。

家住门源县浩门镇康乐路社区的残疾儿童陶延
晶，今年 11 岁，右臂陈旧性骨折，目前病情已经严重影
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陶延晶的父母均是下岗工人，
生活拮据的他们已无力承担陶延晶的医疗费用。 1 月 4
日，门源县浩门镇党委、政府受天津爱心人士委托，将
4900 元爱心捐款送到陶延晶家中， 并代表天津爱心人
士向受捐助儿童送上祝福和希望， 这笔善款将用于陶
延晶的再次手术。

2014 年，门源县通过成立帮扶应急基金、争取社会
爱心捐助、领导干部联点帮扶等方式，共筹得帮扶资金
67025 元，帮扶困难家庭 37 户。

日前，海晏县文化体育活动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并向
群众开放。 中心建筑面积 6620 平方米，投资 2467 万元，
可以进行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健身比赛运动，还有声
乐器乐、书画、棋牌娱乐、老年舞蹈排练厅等活动场所，
是一个集体育比赛、文艺演出、大型展览、全民健身于一
体的大型多功能场所。 通讯员 李勇 李启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