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滩是不少成都人垂钓的首选，
每年冬春休渔期，鱼儿活跃度低，鱼情
不好，许多垂钓者期待来年。不过，臭名
昭著的“泥鳅帮”没有停歇：利用用酒、
违禁药物浸泡过的泥鳅打窝垂钓，一天
轻松钓上几十斤，甚至几百斤翘嘴红鲌
（俗称翘壳，以下简称翘壳）等。1月10日，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新年以来，眉山
市仁寿县华丰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以
下简称华丰渔业）在黑龙滩水库渔政管
理分站指导下，不到十天的时间，便查
获了8起用泥鳅做钓的情况。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在眉山、
仁寿黑龙滩等地多处走访发现，许多
用泥鳅垂钓的人在省内外多个大型
水库被拒后，去年下半年转战黑龙
滩。华丰渔业负责人阙兴海也认同这
一说法。2017年8月到2018年1月，黑
龙滩共发现了百余起类似情况，18人
被黑龙滩禁钓。

““泥鳅泥鳅帮帮””
肆虐
黑龙滩黑龙滩

用泥鳅垂钓

在与大量“泥鳅帮”狭路相逢
后，阙兴海开始研究泥鳅钓法。

如今的“泥鳅帮”，已不单是
指某个团地或地域的人，而是指
用泥鳅打窝、泥鳅垂钓者。他们
一般选择大型水库，目标鱼种以
翘壳为首，兼顾鲈鱼、鲶鱼、乌鱼
等肉食性鱼类。阙兴海介绍，选
中地方后，他们一般会带上几十
斤泥鳅，分批次撒向水中做窝。

阙兴海说，泥鳅打窝入水，
因为习性问题不会马上潜入十
几米深的水底，会在水层中上方
停留一段时间，扭曲游动的体态
对翘壳等是致命诱惑，在这个水
层以活泥鳅为饵自然收获颇丰。

“有人为了更好控制泥鳅
入水后的状态，他们还会在将
泥鳅撒向水中之前，用酒、违禁
药物等浸泡泥鳅，既让泥鳅不

被毒死，又确保其入水后在水
面中上层上下游动，不会四散
开去。”阙兴海说，这样，只要周
围有翘壳等，就会呈包围状围
攻过来，渔获自然不言而喻。

在连日的走访中，成都商报
记者与巡逻人员查获的多名用
泥鳅做钓的人对话。对方均承
认，确有泥鳅做钓一事，并表示
自己不对。但几乎所有人都称，

“以前没钓过，看见别人才模仿”。
至于垂钓和打窝的泥鳅下

过药没？众人的头摇得像拨浪
鼓一样：没有没有，我们不会下
药，别人才会。只有一名资阳垂
钓者表示，自己在里面倒了一
点白酒，“是资格的粮食酒，没
问题的。”但阙兴海表示，在之
前发现的多起用泥鳅做钓的人
中，在泥鳅中下过药的不少。

对话
“我们不会下药，别人才会”

用泥鳅垂钓的垂钓者被巡逻人员抓了个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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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四川省人社厅获
悉，1月9日，四川省外国专家局向以
色列希伯来大学临床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莫瑞斯·托帕兹（MORIS TO-
PAZ）教授签发了全省首张《外国高
端人才确认函》，1月10日，莫瑞斯·托
帕兹教授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顺
利取得人才签证。

据了解，为了给外国人才来华创
新创业和工作提供便利，按照国家外
专局的统一部署，四川等9省（市）自
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首批实施外
国人才签证制度。符合条件的外国高
端人才，持《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等
申请材料，可获发5至10年有效、多次
入境、每次停留180天的外国人才签
证。莫瑞斯·托帕兹教授正是四川省首
位在该政策中受惠的外国人才。

当地时间1月10日上午，莫瑞斯·
托帕兹教授凭四川省签发的《外国高
端人才确认函》、签证申请表、本人护
照及其他相应材料到中国驻以色列大
使馆办理人才签证事宜，当天即取得
人才签证，包含有效期10年，多次往
返，每次停留180天等多项优惠。这是
新政实施以来的中国驻外使领馆颁发
的第二张人才签证，第一张颁发给了
西门子公司总裁。

莫瑞斯·托帕兹教授称：“人才签
证大大方便了外国人才出入中国，其
办理流程和申请手续在原来的基础上
有很大创新，是一项优惠外国人才的
好政策、好举措。”沈禧 成都商报记
者 王垚（图片由省人社厅提供）

以色列教授获四川首张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四川将全面推行复合式医保支付

按病种付费为主
日间手术逐步纳入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了解到，日前，四川省人
民政府下发《四川省关于进一步深化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这项方案规定实行
多元化的医保支付方式，控制医疗费用
不合理增长，让患者权益得到保障。

《方案》指出，力争到2020年，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覆盖所有医疗机构及医
疗服务，在医保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和
医保付费总额控制的基础上，全省范
围内普遍实施适应不同疾病、不同服
务特点的多元复合医保支付方式，按
项目付费占比明显下降。

《方案》提出，将全面推行以按病
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
式。对住院医疗服务，主要按病种、按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对长期、慢性
病住院医疗服务，可按床日付费；对基
层医疗服务，结合门诊统筹实行按人
头付费，探索将按人头付费与慢性病
管理相结合；对不宜打包付费的复杂
病例和门诊费用，可按项目付费。

同时，《方案》对医保支付范围作
出调整，鼓励提供和使用适宜的中医
药服务，按规定逐步将针灸、治疗性推
拿等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但要注意的是，公共卫生费
用、与疾病治疗无直接关系的体育健
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得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

按病种付费被《方案》列为主要内
容要求重点推行。《方案》规定：原则上
对诊疗方案和出入院标准比较明确、
诊疗技术成熟、质量可控且费用稳定
的病种，实行按病种付费。并逐步将日
间手术以及符合条件的中西医病种门
诊治疗纳入按病种付费范围。

以往按项目付费的方式，患者往
往容易遇到因服务过度而造成的治疗
费用过高的情况，而“按病种付费”的
方式，就有效避免了“小病大治”发生
的可能性。《方案》规定，2017年起，全
面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各市（州）实施按病
种付费的病种数量不少于100种。

针对民众最为关心的“医疗费用”
问题，《方案》明确规定，要控制医疗费
用过快增长，巩固城市公立医院取消
药品加成改革成果，合理调整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对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
付范围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后
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疗保险支付
范围。鼓励定点零售药店做好门诊用
药供应保障，患者可凭处方自由选择
在医疗机构或到医疗机构外购药。推
进同级医疗机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减少重复检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2018年1月6日上午，华丰渔业的工作
人员王国军和同事在黑龙滩上一处回水
湾处巡查时，发现岸边两个中年男人钓鱼
挥杆的频率不正常。上前一查，果然，又是
用泥鳅做钓的，旁边的饵料箱里，二十余
斤泥鳅还在游动，鱼护里，几十斤翘壳扑
腾起水花。“这已经是这周在黑龙滩抓获
的第五起用泥鳅做钓的人了。”王国军说。

1月1日凌晨，华丰渔业巡逻人员发现
了两名用泥鳅做钓的男子，其渔获虽只有
两条翘壳，但每条都在一米左右。1月1日上
午，在黑龙滩一农家乐附近，巡逻人员发现
了两名用泥鳅做钓的中年男子，在上午劝
说一次后，中午时分，当王国军等人巡逻至
此时，发现该男子依旧在用泥鳅做钓，王国
军等人上前制止，该人极力反驳。1月5日，
两名在黑龙滩岸边垂钓的男子被挡获时，
正想把饵料箱里的泥鳅倒入黑龙滩，巡逻
人员三步并作两步，两人才没有得逞。

阙兴海说，新年以来，便查获了8起用
泥鳅做钓的情况。

黑龙滩，位于距仁寿县城10公里左右
的二峨山（属龙泉山脉）南麓，被誉为“川
西第一海”。每年5~11月，是黑龙滩最佳
垂钓期。平时，每天有600人挥竿垂钓。周
末，钓友多达上千人。

华丰渔业，是黑龙滩水库渔业合作管
理团队，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黑龙滩水库主
管部门对黑龙滩水库渔业资源进行管理，
每天的巡逻，是必不可少的。阙兴海回忆，
2017年5月左右，黑龙滩水库发现了用泥鳅
做钓的人，一开始，人还比较少，进入夏季
之后，用泥鳅做钓的人明显增多，截至2018
年1月10日，巡逻人员共发现了百余起用泥
鳅做钓者，最多的一人钓了上百斤翘壳。

震惊
最多一人钓了上百斤

渔获多了，为何却被众多钓鱼
人所厌恶？

作为资深钓友，阙兴海称，用泥
鳅做饵料所带来的危害主要集中在
四方面：影响水质；改变原有生态
链；影响别人正常垂钓；对渔业资源
造成毁灭性打击。

“第一、二点，在影响水质方面，
为泥鳅入水后持久留于窝中，有些
人用酒或毒药将其浸泡，加之养殖
的泥鳅生存环境较差，非本水域物
种，大量入水后自然有死亡现象，长
此以往，自然严重影响水质。此外，
钓场一般为原生态的自然水域，水
质较好，本无、或很少有泥鳅存在，
大量打窝，泥鳅快速繁殖，完全打破
原有的生态体系。”在影响别人他人

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只要附近有
人用泥鳅做钓，附近的鱼基本上都
会集中，周边做钓之人，自然没有好
的渔获。

让阙兴海最为担心的是，这种
钓法会对渔业资源带来毁灭性打
击。阙兴海之前负责的一个大型水
库，在2016年迎来了“泥鳅帮”，当时
没有多加注意，四个多月后，这座水
库里的翘壳几乎被钓空了。

“有人一晚上就可以钓四五百
斤翘壳，按照平均一条翘壳重3斤计
算，一晚上就要拉150条左右的翘
壳，10个小时内，每小时扯15条翘壳
起来，也就是说，平均四五分钟就要
钓上一条翘壳，你想一想，这有多恐
怖？”阙兴海痛心地说。

何以按此法做钓者络绎不绝？
采访中，黑龙滩水库渔政管理分站
站长梅建聪也是诸多无奈。

“首先是人手少，黑龙滩水域面
积23平方公里，我们加上华丰渔业
的人，也不过百人，想要24小时无盲
区地巡逻，几乎做不到。”梅建聪说，
这就给了那些不法的钓鱼人员可乘
之机。

取证难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梅
建聪说，有许多用泥鳅做饵料甚至
在泥鳅中下药的人，远远见到巡逻
队员前来，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将
泥鳅倒掉。此外，还有黑龙滩周边的
接待点或当地人为一些非法钓鱼者
打掩护、提供非法钓鱼工具等。

阙兴海告诉记者，在黑龙滩边
的一个村子里，有几兄弟。有人开出
5万元年薪的工作，他们根本不去，
就在黑龙滩边钓鱼为生。阙兴海说，
据自己从和他们进行交易的鱼贩处
掌握的情况，这几兄弟一晚上就能
钓获上百斤鲤鱼等，一年获利至少
30万以上。

违法成本低，打击力度不够，让
许多非法钓鱼、盗鱼者趋之若鹜。梅
建聪算了一笔账，假若一个非法钓鱼
者带着价值三百元的几十斤泥鳅来
做钓，运气好一晚上能钓上百斤翘
壳，如果发现了，大不了损失几百元，
如果没有被发现，这上百斤黑龙滩翘
壳在冬季价格为五千至一万元。

困惑
取证难，违法成本低

梅建聪等人也深知，如果打击力度
不够，这些人必将继续想办法“钻空子”。

“作为管理方，我们保水也保
鱼，既要加强管理，也要加强对钓友
的引导，我们欢迎所有的热爱环保、
爱护黑龙滩的钓友，但对于带有破
坏与掠夺性的垂钓方式，我们将坚
决杜绝。”梅建聪说。

阙兴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017
年11月25日，黑龙滩水库渔政管理分
站与华丰渔业再次召开会议，明确黑
龙滩从即日起全面禁止泥鳅做钓。巡

逻队员加大巡查力度，一旦发现有人
用泥鳅做钓，将马上没收其钓鱼卡，
以后不再为其办理钓鱼卡，这相当
于将他列入了黑龙滩垂钓黑名单。

截至目前，已经有18人被列入
黑名单，其中12人是用泥鳅垂钓被
查获，其余的人则是因电鱼、盗鱼等
行为被没收了钓鱼证。阙兴海说，下
一步也将考虑建立“红名单”，如连
续三年办理钓鱼卡且无任何污点的
垂钓者，可以考虑减免一些费用。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危害
钓自己的鱼，让别人无鱼可钓

打击
水库尝试黑名单机制

以色列专家莫瑞斯获得签证

用酒或药物泡泥鳅做饵用酒或药物泡泥鳅做饵 一晚上可钓数百斤鱼一晚上可钓数百斤鱼

起底
“泥鳅帮”

黑龙滩建钓鱼“黑名单”

18人被禁钓

桃坪羌寨、毕棚沟、米亚罗、鹧
鸪山滑雪场……汶川至马尔康高
速公路将串起川西北众多旅游景
点。2017年12月31日，另一条藏区
高速——雅康高速已试通车95公
里，汶马高速的进展如何呢？

时隔一年，成都商报记者11日
沿着与之平行的国道317线，再次探
访这条桥隧比高达86.5%的“云中高
速”。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了解
到，到2018年底，汶马高速力争建成
通车100公里以上，实现阿坝州府驻
地马尔康城区通高速。其中，鹧鸪山
隧道将于本月底实现双向贯通。

桥隧比86.5%
设计时速80公里

汶马高速公路起于阿坝州汶川
县以南凤坪坝，接映汶高速公路止
点，沿杂谷脑河上行，与G317平行
布线，经克枯、龙溪、桃坪、通化、木
卡、薛城、蒲溪、甘堡至理县，再经朴
头、古尔沟、沙坝、夹壁、米亚罗，过
尽头寨，穿越鹧鸪山，沿梭磨河下

行，经梭磨止于马尔康市卓克基。
路 线 全 长 172km，桥 隧 比 约

86.5%，包括121 座桥梁，总长度
52km；隧道32座，总长度96km。全线
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项目
总投资约287亿元，计划工期6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汶马高
速于2015年7月全线开工，目前雏形
已基本显现，土建工程总体完成超过
60%。四川交投汶马高速公司董事长
牟力告诉记者，至2018年底，除狮子坪
隧道等个别地灾严重影响路段外，汶
马高速力争建成通车105公里，包括汶
川至桃坪段17公里、薛城至古尔沟段
40公里、尽头寨至马尔康段48公里。届
时，你若想尽量走高速，避开国道，可
从汶川上高速后，桃坪互通下；再从薛
城互通上，古尔沟互通下；尽头寨互通
再上以后，就可以全高速到马尔康。

11处互通
覆盖沿线旅游景点

牟力介绍说，汶马高速全线共
设置11处互通式立交，可覆盖沿线

旅游景点，分别为汶川枢纽互通、
汶川克枯互通、理县桃坪互通、理
县薛城互通、理县互通、朴头互通、
理县古尔沟东（西）互通、理县米亚
罗互通、尽头寨互通、马尔康梭磨
互通和马尔康东互通。

其中，汶川枢纽互通将成为都
汶高速和汶马高速的转换通道。未
来将修建一条通往九寨沟的高速，
也在此转换。

高速建成后，不到10分钟便
可从汶川到桃坪，从理县桃坪互
通下高速以后，便可以到达桃坪
羌寨和浮云牧场等游玩地。汶川
到理县的车程也将从现在的1小
时缩短为半小时。

甘堡藏寨距理县互通仅5公
里，走朴头互通前往毕棚沟，从理
县古尔沟东（西）互通下高速前往
古尔沟温泉小镇，从米亚罗互通下
高速去看红叶、从尽头寨互通下可
前往鹧鸪山滑雪，马尔康梭磨互通
和马尔康东互通则分别通往梭磨
河森林公园和卓克基土司官寨。

汶马高速今年预计通车105公里
年底到马尔康可以尝鲜高速了

汶川至马尔康高速公路是向
西连接西藏，西北向连接青海、新
疆的高速公路出川大通道。该高
速既是“上海-成都”高速公路成
都-昌都联络线（G4217）中的重
要路段，是阿勒泰-广州和上海-
喀什的共用路段，是“成都-德

格-西藏”线和“成都-阿坝-青
海”线的共用路段，也是一条通往
重灾区的生命线。汶马高速公路
开工建设，实现了四川全省21个
市州政府所在地均有高速公路建
成或在建的历史性突破。
成都商报记者严丹摄影记者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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