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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芳旭）摊上大事
的“烹煮湟鱼视频”余音还未消除，
日前一则网友发布的丈夫在清洗
湟鱼的视频又让市民一片哗然！
一时间，该视频成为众人关注的焦
点。1 月 5 日，省渔政管理总站在
西宁市公安网安支队的配合下，找
到了这位视频发布者宋某某夫妻，
并对其二人进行了1万元的处罚决
定。

哗然！再现烹煮湟鱼 网友
一片讨伐

据了解，1月4日，抖音上一则
正在清洗湟鱼的视频引起了众多
网友和市民的哗然！在该视频的
留言栏里，网友“绿绿的韭芽”留
言：“你胆子真大，上次一个烹煮湟
鱼的刚刚被罚款，你又来凑热闹。”
网友“喧个来”说：“湟鱼救过咱们
青海人的命，现在保护都来不及，
你还忍心吃它，知道吗？你在犯
法！”一时间，网络上对视频发布者
一片讨伐声，大家都想找出这位

“大胆狂徒”，以正视听。

愚昧！发布湟鱼视频 为了
多获点赞

针对这一事件，1月5日，省渔
政管理总站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
调查，在西宁市公安网安支队的配
合下，在城东区曹家寨市场附近找
到视频发布者宋某某夫妇，对其进
行讯问，二人均对烹煮湟鱼事件供
认不讳。据了解，二人 1 月 4 日晚
在家中清洗湟鱼打算孝敬父母亲，
法律意识淡薄的宋某某觉得拍一
段湟鱼的视频发布到抖音上，一定
会获得很多人点赞，就在丈夫清洗
湟鱼过程中，拍了视频上传至抖
音。没想到第二天抖音的留言栏
中，网友纷纷留下了讨伐他们的文
字，宋某某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
祸，惹了麻烦。在执法人员面前，

宋某某承认所购鱼类为青海湖裸
鲤（俗称湟鱼），是我省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并对烹煮湟鱼事件供
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及治安处罚相关条
例的规定，执法人员对其二人进行
了1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进行了说
服教育。

严查！查处幕后“渔霸”青
海绝不手软

2018 年 10 月，一段抖音发布
的“烹煮湟鱼视频”在全省引起轩
然大波，烹煮湟鱼者已被渔政管
理部门处以行政处罚。可距此事
件不到3个月的时间，如今又出现

“炫湟鱼”视频，这着实令人感到
惋惜。

青海湖封湖育鱼以来，根据省
人民政府封湖育鱼《通告》精神，省
渔政管理总站呼吁广大群众“不
买、不卖、不食”湟鱼，一旦发现湟
鱼贩卖者，青海绝不手软。但是，
鱼贩子贩卖湟鱼的行为却没有停
止，他们常常是暗箱操作，暗地交
易，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
渔政执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阻
力。据省渔政管理总站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我省将集中力量坚决
制止捕捞湟鱼的违法行为。对于
贩运环节，将通过和有关部门联合
执法等行动，重点查处隐蔽在幕后
的“渔霸”，打击嚣张气焰，切断违
法链条。同时，及时应对网络舆
情，主动发现舆情苗头，果断处置，
对网络上出现的不良信息和观点
予以正面引导，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

省渔政管理总站提醒大家，保
护湟鱼，就是保护青海湖，就是保
护我们自己。市民如发现违法贩
卖、捕捞湟鱼的行为。请立即拨打
渔政举报热线：0971—6155403。

本报讯（记者 悠然）
近日，城西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

据了解，原告陈某受
雇于被告苗某从事消防
工程施工。2017年，苗某
因资金紧张，请求陈某通
过网络贷款平台等方式
为其提供借款，陈某在没
有考虑任何风险、考察网
贷平台资质及网贷利息
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
在网贷平台上贷款37万
余元，信用卡套现2万余
元，通过支付宝、微信、现
金及刷卡的方式将上述
款项借给苗某使用，但未
向苗某索取相应借据。
后苗某仅返还 1 万元借
款后，拒不返还剩余本金
及利息。陈某在无法忍
受网贷平台的人身威胁、
电话骚扰等情况下，起诉

至法院，要求苗某支付借
款本金及利息共计49万
余元。经审理后，承办
法官认定原告陈某与被
告苗某的民间借贷关系
成立，但由于陈某缺乏
相 应 的 借 条 等 债 权 凭
证，结合陈某提交的微
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凭
证等证据，认定陈某向
苗某实际给付的借款本
金为 22 万余元，依法判
决苗某返还陈某借款本
金及借款利合计27万余
元。

法官提醒，市民在仔
细核实网络借贷平台资
质，知悉贷款利息和相应
服务费等详细信息后，审
慎借款，并在他人要求以
自己名义进行网络贷款
时，保持谨慎的态度，做
好相应的借贷手续，以免
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网贷有风险借款需谨慎

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晔）我市自开展
免费办理养犬登记证以来，目前已有近
2500 余只犬只完成“身份认证”，而我市
无证养犬数量依旧庞大，市民养犬的素
养还需不断提升。连日来，记者走访发
现，我市多数家庭饲养的犬只并未办理
养犬登记证。

办理养犬登记证市民积极性不高
1 月 4 日，记者进行街头随访小调

查。在20位“遛狗”的市民中，仅有8位市
民的爱犬具有有效的养犬登记证。“我们自
己养狗都很小心，办养犬登记证要跑很多
地方，太麻烦了！”60多岁的马大爷养着一
只泰迪犬，尽管知道养犬需要办理养犬登
记证，但他们一家人都觉得太繁琐而从未
办理。马大爷的回答说出了很多养犬市
民的想法，据记者了解，我市多数市民都
听说过要办理登记才能合法养狗，但他们

认为自己的狗不会违规，也没必要办。市
民张女士说：“之前听说办理一个养犬登
记证要好一些钱，花上百元办张狗证，太
贵了！再者说办理养犬登记证和没办理
并没有啥区别，实在没有必要大费周章。”
记者告诉张女士养犬登记证办理已经免费
后，张女士表示会考虑给自家犬只办理养
犬登记证。

养犬登记证并不难办
如今办理养犬登记证真像市民口中

说的那样繁琐，价格昂贵吗？西宁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养犬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现在市民在办理养犬登记证
时，只需提供犬只戴有束狗链的两寸侧
面全身照2张，以及动检部门核发的《犬
类免疫证》和注射疫苗证明，就能去所在
辖区的派出所免费办理养犬登记证。如
果养犬人所提供的资料齐全，半个小时

就可以办理完毕。刚办理完养犬登记证
的王先生说：“现在办理养犬登记证真是
方便，在西宁办理养犬登记证，办理速度
不仅快而且还免费。”

文明养犬需要市民的责任心
如今养犬不再是看家护院，更多的

是陪伴养犬人。西宁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养犬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在养
犬的过程中应当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和义务，同时也要遵守社会公德，不得
妨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侵扰邻里及他人的正常生活。市民
韩女士说：“办理养犬管理登记证，实质是
对养犬人自身行为的规范，文明养犬不在
于犬，而在于养犬人是否够文明、够有责
任心和有承担义务的能力。市民文明养
犬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市民逐渐
适应，一步一步来规范。”

本报讯（记者 宁亚
琴）80岁的李兰英轻信电
视购物，花1980元购买了
声称有病治病，没病益寿
延 年 、恢 复 青 春 的“神
药”。没曾想，这“神药”除
了让她添了新病外，还差
点让她陷入连环骗局。幸
得城北区消协工作人员及
时劝阻，并积极为老人追
回全部被骗钱款。

市民李兰英向记者
反映，她于 2018 年 12 月
上旬，通过电视购物购买
了一种名为“清宫长春胶
囊”的药，据称针对老年
人年老体衰、骨质疏松、
腰酸腿疼、体质下降等症
状，都能一一治疗改善，
让老年人也能恢复青春，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并益
寿延年等。李兰英便花
了 1980 元买了 10 大盒，
发货商又赠送了5盒。但
直到李兰英吃了10盒药

后，自己腿疼的病情不但
不见好转，反而胃越来越
疼。李兰英给发货商去
电联系后，发货商要求李
兰英再汇款 4200 元，购
买“药引子”才能见效。
此时李兰英才意识到自
己可能被骗了，于是赶紧
求助了城北区消协工作
人员。城北区消协工作
人员得知情况后，及时劝
阻了李兰英再次汇款，并
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发货
商以及药品生产厂家。
最终，在城北区消协工作
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下，
2018 年 12 月 30 日，为老
人追回了全部被骗钱款。

城北区消费者协会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不要
盲目相信电视购物或者
网购，特别是关于药品的
夸大宣传。市民应该谨
慎消费，如果生病应该去
正规医院诊治。

轻信电视购物
吃了“神药”添新病

再现烹煮湟鱼 夫妻被罚万元

本报讯（记者 施翔 宁亚琴）儿子的
同居女友与他人私奔，刚刚刑满释放回
家的父亲竟将此事“迁怒”于同乡，并伙
同儿子手持板斧殴打威胁两名同乡各写
下一张3万元欠条，1月2日，这两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成功抓
获。这是 1 月 3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宣传
处获悉的消息。

2018年12月10日，海东市互助县林
川乡某村村民许得某到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报案称：12月3日，其与同乡郭守某遭
到同村村民权守某、权国某父子殴打、威
胁，并被逼迫各写下3万元欠条一张，现
许得某已支付 10000 元，郭守某已支付
1000元，请求公安机关查处。

敲诈勒索犯罪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击重点，接到报案后，警方立即组织警
力展开侦破工作，经调查，警方得知，2016
年，权国某到内蒙古自治区务工期间，结

识了山西籍女子李某（李某已在山西结
婚并育有子女），并将李某带回青海互助
家中一直非法同居生活。2018年2月，甘
肃岷县籍男子邱亚某先后经许得某、郭
守某介绍，在林川乡唐日台村租赁50亩
耕地种植药材。邱亚某在林川乡唐日台
村种植药材期间，李某到邱亚某租种的
药材地中务工，2018年7月，李某跟随邱
亚某离开互助。

2018年11月15日，权国某的父亲权
守某刑满释放回家，得知“儿媳”跟人出
走一事，将此事归咎于为邱亚某介绍租
赁土地的许得某、郭守某。

2018年12月1日，权守某父子找到许得
某逼迫其驾车一同到甘肃寻找李某未果。
12月3日，三人返回互助后，由许得某打电话
叫来郭守某，权守某父子在许得某的车内对
许、郭二人实施殴打，并将二人带回权守某
家中，继续对二人进行殴打。期间，权守某

手持板斧，以自己是刑满释放人员威胁二
人，许、郭二人被迫同意每人向权守某父子
支付3万元损失，并在权国某写好的欠条上
签字、捺手印，承诺于15日内付清。

12月4日，权守某、权国某父子再次
找到许、郭二人，以要到内蒙古寻找李某
为由，向许得某索要现金 10000 元，郭守
某通过微信支付1000元。

侦查期间，因权守某、权国某前往内
蒙古未归，办案民警在全面搜集二人涉嫌
犯罪证据材料的同时，架网布控，伺机抓
捕。1月2日，办案民警获悉权守某、权国某
回家的消息后，迅速组织警力将二人抓捕
归案。经讯问，权守某、权国某对敲诈勒索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得以成功告
破。

目前，犯罪嫌疑人权守某、权国某已
被互助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父子持斧敲诈勒索同乡被抓

文明规范养犬需要市民逐渐适应

不说两句吗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

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信
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握最快
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
众号还开通评论功能，
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
在与您交朋友，一起畅
评新闻事件，今日的热
点是：西宁宋某某夫
妻二人被罚1万元。

本报讯（记者 施翔）
家里的 4 名女性结伙实
施盗窃，为掩人耳目，在
盗窃时竟带着 6 岁的孙
子作为掩护。1 月 1 日，
大通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盗窃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
名，起获被盗衣物若干。

近期，大通县地下商
城部分商铺多次出现商
品被盗情况，而且被盗商
品数量较多。接到报案
后，大通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展
开调查工作，通过侦查研
判，初步排查出这是一个
约有4人的作案团伙，并
且都是女性。

1 月 1 日，这伙窃贼
再次到地下商城行窃，接
到报警后，民警从前期掌
握线索中快速锁定几名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及

时对案发现场各出入口
进行设卡盘查，在商场群
防群治力量的合力下，成
功将胡某某、郭守某、刘
某某、郭某4名嫌疑人抓
获，并查获一批该市场被
盗衣服、鞋等商品。通过
突击审讯，又到这伙窃贼
家中起获前期商场被盗
商品。

经办案民警审查得
知，原来这4名女子竟然
是一家人。为了掩人耳
目，当她们到商场作案
时，还专门带着6岁的小
孙子来做掩护，她们一般
在商场挑选好商品后，其
中两人以试装为名引来
导购注意，另外两人将其
他商品偷走。

目前，4 名嫌疑人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一家人带着6岁孙子专盗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