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政执法人员在私房菜馆查获湟鱼 图片来自省渔政管理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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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星光大道》 栏目是全国老百
姓耳熟能详的大型文艺节目， 也是全国明
星栏目之一。 据记者了解， 该栏目此次走
进青海， 全程由宝玉陈文化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倾力打造， 该活动既为市民提供了展
示自我的舞台， 同时也为宣传 “大美青
海” 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 5 月 14 日 CCTV《星光大道》 走
进大美青海的消息刊登后， 社会反响强
烈， .受到了广大青海人民的热切关注。
咨询报名及相关消息的电话此起彼伏， 大
家热情高涨， 纷纷表示要参加本次选拔活
动， 并提出了“我参加了可以上星光大道
吗， 我可以唱青海 ‘花儿’ 吗， 报名什么

时候， 主持人是老毕吗” 等诸多热点问
题。 打电话咨询的人中不仅有西宁市区
的， 更有州县的群众， 对本次活动报以极
大的热情。

据悉， 《星光大道》 的引进就是基于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有丰富的文化
资源， 除在比赛中经常见到的才艺外， 藏

族歌曲、 土族 “花儿”、 藏歌等接地气的
本土才艺令人眼前一亮。

本次 CCTV《星光大道》 海选活动的
报名时间、 地点、 要求、 范围等相关信息
将会在本报陆续发布。

咨 询 热 线 ： 400-189-4008����
18697191889

斩断湟鱼黑色产业链有多难？

记者：从 2001 年起，我省为保护湟鱼，
实施零捕捞措施， 如今这项工作已进入第
二个十年，作为一支守护“精灵”的队伍，
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

何晓林： 为了保护湟鱼，我省各级政
府每年专门召开封湖育鱼专题会议， 安排
部署封湖工作，各级部门签订“目标责任
书”，确保封湖育鱼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并积极开展“保护湟鱼”宣传月活动，通过
电视、 广播， 组织人员深入环湖乡村、社
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我省渔政
部门主要加强对州县渔政部门的督促检
查，确保各项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并组织开
展各项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
活动。去年，在首次集中打击盗捕贩卖湟鱼
违法行动中共查获盗捕湟鱼 1300 余斤。 在
夏季专项行动中，行政拘留 12 人，判刑 13
人。 此外，还没收湟鱼六千多公斤，查处非
法经营湟鱼餐馆（私房菜）41 家。

除了严厉打击非法盗捕销售湟鱼行
为，我们还在西宁市、151 景区、鸟岛、塔尔
寺、学校、各大媒体宣传保护湟鱼。 如今，
群众已经能够主动举报非法销售湟鱼的行
为。

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年年初，青海湖裸
鲤资源量达到 39000 吨，较 2010 年增加了
8885 吨。

记者：盗捕湟鱼的突出特点是什么？从
盗捕、到贩卖、再到销售，是否已经形成一
条黑色产业链？

何晓林：近两年，大量的盗捕行为有所
减少，但个别盗捕、非法加工和非法销售湟
鱼现象仍然存在。 在盗捕和非法销售湟鱼
的处罚中，我们根据数量，按照破坏水产资
源罪量刑， 一般的盗捕行为会被判处几个
月有期徒刑， 罪行严重的可判处几年有期
徒刑。

盗捕成本低 ，
盗捕者宁愿铤而走
险也是一个特点。
假如一晚

上盗捕一百斤，卖到市场上，根据鱼的大小
就可获利几百元至千元，进入饭馆，获利更
多。

在执法人员抓获的盗捕者和非法销售
人员中的许多人被抓时自己也很后悔，但
是高利益的买卖让他们一次又一次被罚、
被抓，而且屡教不改。 对于这一类人，我们
在处罚的同时还会教育引导， 向他们宣传
湟鱼资源的珍贵。

在处罚过程中我们发现， 从盗捕、贩
卖、再到销售，部分利益集团的确存在着黑
色链条， 且分工明确。 对于这样的黑色链
条，一旦发现就会立即打击。

记者：为何大水桥、下南关市场非法销
售湟鱼的行为屡禁不止？

何晓林： 大水桥附近的餐馆地处海西
与共和之间，离当地渔政部门较远。 去年，
在旅游旺季时期， 我们开展了六七次大型
检查。为了严厉打击非法销售湟鱼行为，我
们专门调集了各州县的执法人员， 进入餐
馆突击检查，在一次行动中，共查处了五
家餐馆。

在大水桥的餐馆中， 一盘三四条小
湟鱼的价格在一百八十元左右， 如果

湟鱼个头大， 要价更高。
一边是诱人的利益，一
边是游客的要求，餐馆

老板为了自己的生意，宁愿冒着风险叫卖。
为此，一些餐馆老板还将湟鱼藏在地窖、狗
窝等隐蔽的地方，这给查处增加了难度。这
些地区屡屡出现非法销售湟鱼的情况，主
要还是受利益的驱使。

记者：打击盗捕湟鱼最大的难点在哪？
何晓林： 在对青海湖的管理中由于湖

面积大，执法人员少，执法难度大。 青海湖
总面积 4200 多平方公里, 湖岸线长 360 公
里， 而环湖四县渔政人员仅有 70 多个，平
均每个渔政人员要管理 50 多平方公里的
湖面和近 5 公里的湖岸线， 尤其是青海湖
裸鲤产卵季节， 环湖 695 公里主要产卵河
道， 若三分之一的河道有裸鲤产卵， 就有
200 多公里的产卵场需要管护， 管理难度
非常大。

在执法过程中， 执法人员有时会遇到
暴力抗法、反跟踪和夜间盗捕的情况，这也
是执法过程中的难点。去年，执法人员在黑
马河附近查出了湟鱼，几秒钟工夫，湟鱼就
被藏起来了。 饭馆老板还带头跟执法人员
发生争执，造成多人围观、起哄。 有时，执
法人员太少， 在执法过程中常常遇到暴力
抗法的情况。

另外，执法人员一出动，还会被偷捕、
贩运人员反跟踪。一辆执法车驶出大门，就

有 两 三 辆
跟 踪 车 辆
尾随其后，
稍 有 风 吹
草动，就会
有 人 通 风
报信。

在 冬
季，由于湖
面结冰，通
往 湖 面 的
道路四通八

达， 渔政人员
防守难度更大，特

别是遇到偷捕者，你
去追查时，偷捕者会冒着
生命危险往湖中心冰薄
的地方跑， 为了人员安

全，有时执法人员只能放弃追查。 夏季，偷
捕者发现渔政人员，就往深水区跑，以逃避
打击。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 现在偷捕者都
在夜间活动， 谨防夜间盗捕成为渔政工作
中的一个难点， 因为夜间盗捕不但涉及盗
捕者的安全，也关系到执法人员的安全。执
法人员只有提前在偷捕者出没的地方蹲
守，一直守到半夜，然而，一旦被盗捕者发
现，他们便立即弃车而逃。 因为是深夜，发
生危险的概率很大。

渔政部门的车辆陈旧， 缺乏必要的设
施也是制约执法工作的因素之一。 特别是
冬季， 偷捕者骑着三轮摩托深入到离湖岸
七八公里的地方偷捕， 渔政人员有时就步
行到七八公里的湖面抽网， 有时渔政人员
会冒着生命危险开着暂扣的偷捕者破旧的
摩托车去追击偷捕者。

记者： 私房菜馆成为非法藏匿销售湟
鱼的新场所， 也是查处非法销售湟鱼的难
点，作为执法部门将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何晓林： 私房菜馆因为隐蔽的因素从
而查处难度较大。去年，我们对西宁市的私
房菜馆作了摸底调查， 并处罚了一些非法
销售湟鱼的私房菜馆， 这种现象曾有所遏
制。

目前， 对于私房菜馆的具体数量还没
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我们在一边摸底，一边
查处。在对私房菜馆的检查过程中，我们同
样遇到小区门卫通风报信，不让进等困难，
但是， 为了避免私房菜馆非法销售湟鱼的
势头有所回升，今年，我们依旧将私房菜馆
作为宣传和查处的重点。

记者：去年，有媒体报道湟鱼已经卖到
兰州，对此，您怎么看？

何晓林：两年前有个别违法人员，将湟
鱼贩运到兰州等市场偷偷兜售。 省农牧厅
领导高度重视这个现象，今年 3 月 5 日，省
农牧厅主管领导专门到甘肃省农牧厅就此
问题召开座谈会， 并与甘肃省农牧厅建立
了协作机制，定期联合开展打击非法捕捞、
贩运、加工销售湟鱼的违法活动。

省渔政管理总站和甘肃省渔政站近期
将在兰州市开展宣传、联合执法检查，加大
宣传力度，联合开展保护湟鱼专项行动，营
造保护湟鱼的社会氛围， 遏制在甘肃市场
非法贩运、销售湟鱼的现象。

记者： 随着旅游季节的到来， 为避免
“湟鱼之殇”再次出现，今年将会有哪些重
点安排？

何晓林：今年，我们将结合省森林公安
局“2014 天网行动”，结合全省渔政管理
提升年活动， 在 4 月至 8 月底开展夏季封
湖育鱼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分为湖南行动
组、湖北行动组、市场检查组、督察及专案
组， 主要配合各州市县渔政执法部门对湖
区、重点河道、重点路段及市场、餐馆开展
执法检查，有效遏制非法捕捞、贩运、销售
湟鱼行为。 另外，重点打击长期从事捕捞、
贩运、销售湟鱼的人，力争查办几起影响面
大的案件， 使湟鱼在产卵期间得到有效保
护。

CCTV《星光大道》全民唱青海
本报见习记者 王应花

“一年长一两，十年长一斤”的湟鱼不仅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鱼种，也是珍贵的水中精
灵。 近年来，尽管我省打击盗捕湟鱼力度逐步加大，但是我们也看到大水桥、下南关市场非法
销售湟鱼的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有媒体报道,青海湟鱼已经卖到甘肃兰州。 随着青海旅游旺季
的到来，打击盗捕湟鱼面临着怎样的困难，请看本期“民生对话”。

◆对话人物：青海省农牧厅渔政管理总站站长 何晓林
◆对话记者：蔡雅雯

●大水桥周边销售湟鱼行为为何屡禁不止
●私房菜馆湟鱼宴为何难查处
●湟鱼卖到兰州，黑色产业链有多长

青海湖渔政执法船 图片来自省渔政管理总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