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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董健人 通讯员 张雕 徐
晓东）11月 11日 19时 20分左右，海东市互
助县威南公路八一桥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两辆重卡发生追尾事故，驾驶员被困车
内。据目击者回忆：“当时看见一辆重型卡
车一头撞在了走在前面的另一辆重型卡车
的尾部，所幸撞击不是很严重，后车司机意
识清楚，但是两侧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
开，只能报警求助。”

当地交通、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迅速
赶往现场。经侦查发现，追尾车辆的两侧
车门发生变形，无法打开，被困驾驶员伤势
较轻，情绪稳定。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
立即展开营救，警戒组联合交警对现场路
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无关车辆、人员
接近。战斗组利用破拆工具对驾驶室进行
破拆，打开救援通道。经过十多分钟的紧
急处置，被困司机成功救出并立即送往医
院。

时报讯(记者 张永黎 通
讯员 祁宏民) 近年来，平安
县积极发展农牧民养殖专业
合作社。新兴的专业合作社
组织取代农民自产自销的传
统产销模式，把分散弱小的
养殖户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组织
化程度，提高了抵御市场风
险能力，产生了明显的效应，
为发展农村经济找到了助推
器，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
截至目前，全县共成立养殖
专业合作社 28家。

据了解，这 28 家专业合
作社中已通过省级标准化规
模养殖场认定的有 6家。目
前，这 6 家养殖专业合作社
存栏猪、鸡、羊为 2130 头、
2376 只 、1340 只 ，出 栏 猪 、
鸡、羊为 3320 头、12000 只、
3160 只，实现销售收入分别
为 551.4 万 元 、104 万 元 和
314.7 万元。按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要求建设的专业合作
社有 7 家。截至目前，共完
成项目投资 3990 万元，修建
羊舍 16150 平方米，陆续引
进肉羊 3800只；鸡舍 1270平
方米，引进土鸡 2700 只；牛
舍 2400平方米。

时报讯（记者 王桂萍）今年，互助土族
自治县司法局以创新调解方式为抓手，以
加强调解力度为重点，以创建和谐互助为
目标，大胆探索创新，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

在前三个季度，各级调解组织共排查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322起，成功调解 1271
起，调解成功率达 96%以上，其中防止民转
刑案件 1件，群体性上访 6起。目前，互助
县的人民调解工作呈现出“一高五少”现
象，即调解成功率逐年增高，案件发案率逐
年减少，民转刑案件、群体性事件、越级上
访案件和积案逐年减少的良好局面，为创
建和谐做出了贡献。

在调解工作中，互助司法工作人员以
德为先，公正调解服民心，非常注重人民调
解员自身职业道德的培养。目前，依托各
司法机构举办各级人民调解员培训班 25
期，培训人员 1120 人次，主要负责调解的
同志均有多年从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经
历。此外，还以勤为主，认真开展法律服务
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三进”活动。以高
寨镇和红崖子沟乡征地拆迁活动为平台，
深入农村开展调解活动。目前，共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 1972 件，解答法律咨询 984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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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陈郁）近年来，
民和县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四轮
驱动加强民和段湟水河流域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不断促进生态环境
的持续改善。

大力实施林业生态工程。累
计完成南大山人工造林 2.69万亩、
封山育林 25.35 万亩、中幼林抚育
7.56万亩，湟水河谷地民和段栽植
各类苗木 211.8万株。完成县城南
山植树造林 1995亩，县城城区绿化
面积达 2.02平方公里，绿化覆盖率
达 26%以上。

加快小流域环境治理。累计
共列点 32条小流域治理，累计完成

综合治理面积 675.4 平方公里，治
理度达 40.4%。完成坡改梯 27.45
万亩、造林 43.35万亩、种草 12.8万
亩，建成治沟骨干工程 23 座，完成
土石谷坊 255 座、沟头防护 37 处、
集雨利用工程水窖 3.7 万眼，同时
对湟水河流域的 24 家砂石料场进
了依法整治，不断修复改善流域生
态环境。

加 大 工 业 环 境 污 染 治 理 力
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了
109 国道沿线的硅铁“黑色走廊”，
对工业园区 12家排污企业实施 24
小时视频联网监控。同时加大水
污染治理力度，对 20个排污口进行

了封堵拆除、截污纳管和规范化整
治，县城地区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85%以上，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100%，湟水河水质
状况、县城及工业园区空气质量逐
渐趋好。

强化农村环境治理。2013 年
投资 1056 万元在 4 个乡镇的 10 个
村实施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
在去年 5个共建示范村的基础上今
年再新建 30 个美丽乡村，在全县
22 个乡镇的 100 个村实施了农村
环境卫生保洁工程，同时严防农业
污染，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重塑了农村生态环境新形象。

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自联调联试
工作开展以来，西宁铁路公安处门源高
铁工作组和该处包保单位治安支队的
民警们结合线路较长、气候多变、条件
艰苦及铁路沿线农牧民、中小学生和职
工群众缺乏高铁安全知识等实际，精心
组织、制定措施、克服困难、主动作为,全
力确保了联调联试期间各项安保工作

的顺利开展。
据 了 解 ，兰 新 高 铁 门 源 段 管 辖

47.737 公里，线路横穿 3 个乡镇和 4 个
行政村，管内共有车站 2 个，桥梁 2 座，
隧道 2个，涵洞 39个，“四电”设施 11处
及应急疏散通道 1处。近期，门源管内
天气寒冷、气温骤变、气候干燥、大雪纷
飞。针对这一实际，工作组民警们走线

路、查隐患、进村庄、抓宣传，不断向广
大农牧民、中小学生和职工群众讲解兰
新高铁的重要性和高铁安全知识，把建
设高铁的重大意义和爱路护路的常识
送到了每个人的身边，提高了广大农牧
民、中小学生及职工群众对兰新高铁重
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关注高铁、爱护高
铁、保护高铁、宣传高铁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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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颜金梅 通讯员 孔宪
尧摄影报道）11月 12日 1时 07分，京藏高
速公路 1700KM+700m 处发生一起连环
交通事故，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京藏高速
封闭 4个多小时。

据了解，一辆载有 70 多头生猪的小
型半挂车发生侧翻后，半挂车司机找来
了吊车帮忙起吊侧翻车辆时，一辆半挂
车飞速驶来，撞上了正在行驶的另外一
辆半挂车，又把正在进行捆绑作业的吊
车操作人员撞倒，造成吊车操作人员当
场死亡。由于车辆的侧翻，造成猪栏内
70头猪被困，受惊吓的生猪叫声不断，京

藏高速大面积拥堵。为尽快转移生猪恢
复交通，民和县公安消防大队官兵联合
青海省高速公路一大队交警展开了一场

“转移生猪、抢通高速”的战斗，由于车内
猪栏严重变形，又肥又大的生猪无法取
出，消防官兵一边尽力从后边转移一边
组织人员用金属切割机对猪栏进行破拆
增大空间，70 多头生猪与车紧紧的挤在
一起，恶臭熏天，严重阻碍了救援进度，
为尽快转移被困生猪，救援官兵和在场
交警发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的精
神，一起围赶四处乱窜的生猪避免发生
二次事故。

为救70头生猪吊车司机命丧高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