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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渔开始，
没有一条渔船不休
11 条执法船 100 多名执法人员花费4 小时前海巡查，渔船都很守规矩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相关新闻

“压哨”
尝鲜
封海首日码头忙

5 月 1 日中午 12 时，伏季休渔期正
式开始。在一个小时前的 11 时，100 余
名省、市、区三级渔政执法人员乘坐 11
条执法船，在前海一线冒着风浪和降雨
巡查。经过 4 小时巡查，执法人员确定，
中午 12 时开始，没有一条应休渔渔船
在海上航行，全部按照规定船靠港、网
入库、
人上岸。

百余执法人员前海巡查
5 月 1 日上午 11 时，在青岛市海洋
与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基地码头，
100 余名来自省、市、区三级渔政执法
人员集合完毕，分别登上 11 条执法船。
他们要前往包括竹岔岛、大公岛在内的
前海一线进行执法巡查，确保应休渔渔
船及时靠港休渔。
去年 5 月 1 日，本市渔政部门出动 8
艘执法船艇沿前海一线开展执法巡查，
而本次休渔期首次巡查，
力度要超过去
年。
去年，
休渔期从6月提前到5月1日，
给执法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
出色完成了休
况下，
渔政部门加强管控，
渔任务。而今年在借鉴去年的成功经验
基础上，
休渔管理上更为严格有效。
“今年我们将严格执法，只要中午
12 点钟还有应休渔渔船没有靠港，那
么就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市海
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陈大
河表示，随着执法力度逐年提高，今年
执法不会听信任何理由。届时，发现违
规作业渔船将立即扣押。根据伏休政
策，将对违规渔船实施海上巡查、岸上
查处，即“海查陆处”，对违规捕捞渔船，
根据马力大小，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情节特别严重的，在行政处罚之后移交
公安部门进行刑事处罚。

没有一条渔船“姗姗来迟”
1 日中午，前海一线风力较大，还下

执法公务船待发巡查 。

起了雨，海面上起了一层雾，视线不佳。
不过，青岛渔政执法船只上，大多装备
着先进设备，可以大范围侦查海面情
况。多条执法船上装备了红外光电热成
像追踪系统，可以轻松鉴别 4 到 6 海里
范围内的船只类型。当天，该系统先后
排除多条船只，均非应休渔渔船。
冒着风浪和降雨，执法人员工作过
程中一丝不苟，认真核查海面情况。执
法行动一直持续到下午 3 时多，此时执
法船只已巡查长达 4 小时，但没有找到
一条违规渔船。
陈大河分析，经过这些年的休渔管
理，相关人员越来越理解伏休政策，随
着相关人员的素质提高，愿意配合管
理。同时，渔政部门通过多渠道，将伏休
政策解读给相关人员，加上执法力度不
断在增强，震慑力加大，伏季休渔情况
趋向良好。

执法船24小时海面执法
在首次执法巡查结束后，执法人员
并没有结束工作。市海洋渔业渔政大队

大队长崔永林说，虽然 1 日当天情况良
好，但接下来还要做好执法巡查工作，
保证状况一直良好。
“今年执法频次、强
度要明显超过往年，保证 24 小时都有
”
执法船只在执法巡查之中。
据悉，接下来执法人员将加强敏感
海域、辖区码头的不间断巡查，早晚严
密监视小港、中港、中苑等码头、停泊
点，发现违规卸货渔船立即通知海巡组
实施海上合围抓扣；海巡组摸准违规渔
船出海规律，通过错位锚泊、凌晨出击、
声东击西等多种战术，从严从重打击渔
船违规捕捞行为。
由于违规捕捞还会牵扯到运输、
销售等环节，渔业主管部门将联合省
支队、青岛市支队和各区市三支渔政
执法队伍进行联合执法，并联合边防、
海警、工商、城管和交警，对违规作业
的渔船销售、运输各个环节进行联合
处罚行动，共同打击。接下来 4 个月，
除了执法巡查，还将接受市民举报，并
通过在码头、浴场、附近路边设置的海
域动态监控系统，24 小时值班监视；同
时会通过渔业电台，不间断搜寻违规作
业行为。

□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报道
本报 5 月 1 日讯 5 月 1 日是小长
假最后一天，同时赶上禁渔期第一天，
沙子口、港东、积米崖等码头一片繁
忙，不少市民赶到各个码头在买本地
海鲜，真可谓“压哨尝鲜”，很多当天回
港的渔船上岸不久紧俏海货就卖光
了。在码头上还有采购、备货的商家也
十分忙碌，要储备度过一个夏天的海
鲜真是不容易，备货量都是以吨计算。
当日中午 11 时许，记者赶到位于
西海岸的积米崖码头，渔船已经归港，
渔民们收拾工作也进入尾声。不远处，
无论是海鲜市场内还是海鲜档，抑或
是渔民在路边摆的摊位，都在招揽着
顾客。像虾虎等紧俏海鲜好几个摊位
都已经卖光了。记者注意到，目前码头
上的本地海鲜主要以鲅鱼、八带、黑
头、蛎虾等为主，有少量的虾虎等海
鲜。价格赶在封海前部分商品有些“翘
头”，但基本维持在此前的水平，例如
鲅鱼每斤 28 元上下，蛎虾 60 多元一
斤，虾虎 50 元以上一斤。
有些货比较紧俏很快就卖完了，
但是像鲅鱼等货量比较充足的海鲜这
两天市民到码头上还是可以买到的。
在港东码头，本地人马建立正在忙着
备货，他家自己开着海鲜饭店，还给市
里几家大饭店供着海鲜，所以要提前
备好货。
“备了不少，我家有三个冰库，
备 100 吨没问题。这回赶在封海前屯
了好多，光是鲈鱼就屯了 2000多条。”
当天正赶上一家大酒店的周经理
到马建立这里来拉货。他说，今年跟往
年相比夏天的海鲜需求量肯定会增
加，因此也多备了一些，光是蛎虾就备
了 1 吨，其他的鱼也备了不少。不过禁
渔期还有很多养殖的海鲜上市，应该
不会断了海鲜。虽说备货储备的成本
比较高，但是酒店海鲜销售价格跟平
时没有区别，市民可以放开了品尝。

城阳小长假人“海”
了，亲子游活动缤纷多彩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讯员 贤峰

郝园园 通

在街区举办了大型国际象棋嘉年华活
动，让孩子们在才艺大比拼的同时也尽
享美食游玩的欢乐。此外，民超生态游乐
园举办了“ONE PIECE”五一大露营活
动，驯虎山文化园推出了七种亲子专题
线路等，都大力拉动了亲子游客源市场，
刺激了亲子旅游消费。

“五一”假期，城阳区迎来了今年以
来游客最为密集的三天，累计接待游客
23 . 1万人次，
同比增长19 . 9%，
旅游收入
2840.6万元，
同比增长 29 . 2%。据城阳区
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五一小长假
最突出的特点是各旅游景区点亲子游人
气兴旺，亲子主题活动较往年同期显著
增多，亲子团队数量和规模都在扩大。
游园休闲 ，
羊毛沟化身欢乐海洋
4 月 28 日开幕的羊毛沟花海湿地彩
色旅游节，
为城阳西部营造了旅游热点，
园区内数以万计的彩色风车迎风旋转，
将湿地风光烘托得蔚为壮观。不少游客
还提前准备了旗袍、
花伞等衣服道具，以
美丽的风车为背景取景拍照。作为紧靠
“动车小镇”的景区，羊毛沟花海湿地还
将园区内的“和谐号”动车小屋改造一
新，
成为游客就餐休憩的场所。
由各色风车拼成的“LOVE”
“八卦”
和心形等造型，
成为游客围拍的焦点。主

羊毛沟
花海湿地的
风车走廊 。

办方还在景区内精心搭建了星形、心形
油纸伞和彩旗通道等多处别具匠心的景
点。据介绍，本次彩色旅游节将一直持续
至 6 月 19 日。
企业谋新 ，
力推亲子产品
与往年不同的是，
城阳区旅游企业已
经开始捕捉假期亲子客源市场的商机，
推

出不同的亲子旅游产品和亲子旅游活动
来吸引游客。
景园假日酒店将亲子主题房
与游园划船、
手工DIY、
近郊采摘相捆绑，
鑫江温德姆酒店将客房与滑冰场、
儿童乐
园相捆绑，
亲子踏春旅游产品很受欢迎。
原先以采摘为主的夏庄四季生态采
摘园，已经改造成为亲子主题的拓展基
地，
亲子团体纷至沓来。
鲁邦国际风情街

旅游惠民 ，
不忘旅游文明
小长假期间，城阳区部分星级酒店、
旅游景区、采摘园、旅行社等推出了客
房、餐饮、门票等方面的旅游惠民措施，
其中秋临大酒店推出了优惠客房、羊毛
沟花海湿地推出了门票减免政策、法海
寺生态观光园推出了采摘优惠、世平国
际旅行社推出了线路优惠报名等。
城阳区旅游局在节前通过广播、网
络、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了大力宣传，邀
请媒体对景区进行了采访和直播，提升
了城阳旅游关注度。城阳区旅游局还在
顺德居、桃源居、山水嘉园、金日紫都等
十个居民小区的道闸、灯箱等处设置了
户外广告，宣传文明旅游，倡导维护城市
环境，营造文明健康的假日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