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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村道路标准较低、宽度不足”被列
入“群众最不满意的 10件事”

投入2200万元
整治77公里道路
大英县在开展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

中，“农村村道路标准较低、宽度不足”被列入其中，乡村

道路宽度不足，错车道较少，不能满足现在的交通运行要

求，都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

大英县交通运输局今年计划投入 2200 万元对 29 个村

77 公里道路进行整治。道路拓宽，增设错车道。截至目

前，全面启动村道拓宽加固工作，其中 2 个村 8 公里全面完

成拓宽工程，27 个村正在进行路基建设，增设 211 个错车

道、安装 6 千米路侧护栏，改造 2 座村道危桥。这些项目的

实施，将极大提升贫困村村道路通行质量和要求。

“以后大货车跑起来就顺畅了。”道路拓宽改造，最满

意的还是村里的企业主、养殖户。枯井村村支书徐永说，

在这一轮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中，原本 3-3.5 米的农村四级

公路，将被加宽修成 4.5—5 米宽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

即使两辆小轿车交会，也可以从容而过。

“我们村的道路拓宽了，县交运局工作人员正准备拓

宽另外一个村的道路，要是那一个村的道路拓宽完成了，

我们这一片的道路全是 4.5 米宽的道路了，以后出行就方

便多了，再也不会堵车了。”大英县红苗子村 4 组村民潘秀

芬开心地说着，现在国家政策好，我们老百姓不出一分钱

都走这么好的路。 （全媒体记者 蒋亮）

近日，国道 350 线隆盛“治超”Ⅱ类固

定超限检测站内，一辆悬挂“川 A 3845×”

的砂石大型货运车缓慢驶进站内，过磅称

量。检测室里，检测人员发现该车为六轴

车辆，准载 49 吨，经检测后实际载重量为

52.6 吨，超过准载量 7.3%。

“按照规定，必须卸载。”检测人员告

诉司机。在卸载引导员的指挥下，司机立

即将车开到“治超”站的卸载场，将超限

超载的砂石卸载后，并接受相应处罚。

国道 350 线隆盛段是贯穿大英县的交

通主动脉，也是遂宁到大英、回马镇到大

英的主要通道，从回马镇运砂石到大英县

的超载车辆尤为众多，给道路沿线带来环

境污染，更容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大英县交通运输局隆盛Ⅱ类固定超

限检测站站长坦言，以前每天装得满满当

当的砂石大货车来来往往，撒落的砂石、

扬起的尘土整得路上乌烟瘴气，灰尘满

天，公路也被压烂，道路沿线的群众对此

反映强烈。

自 2016 年 3 月，国道 350 隆盛Ⅱ类固

定超限检测站建成以来，该站点实行“路

警”联合 24 小时驻站执法，对过往货运车

辆实施一站式查处，并现场消除违法状态

后予以放行。2016 年共计检测货运车辆

115218 辆次，其中超限超载车辆 1102 辆

次，卸载货物 990 余吨；2017 年以来，共检

测货运车辆 33844 辆次，其中超限超载车

辆 94 辆次，卸载货物 100 余吨。

县交运局局长张扬说，为杜绝“双超”

车辆躲猫猫，除了在隆盛设立固定超限检

测站以外，还在县道蓬伏路、夏团路和蓬

乐路设立流动超限检测点 3 个，同时各镇

乡还设有交管办，负责辖区“双超”治理

工作，已实现超限超载治理全域监管。

记者了解到，设置检测站和“路警”联

合执法中队只是治理手段之一，大英还从

源头、联动、科技、延伸上治理“双超”。

在源头治超上，大英借鉴其他地区经

验的基础上，实施了“黑名单”列管、倒查

源头等源头治超机制。

县交运局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如果

执法人员查获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对违法

超限超载行为实施处罚后，同时将有关信

息抄送车籍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由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的规定，对 1 年内违法超限运输超过 3
次的货运车辆和货运车辆驾驶人、1 年内违

法超限运输的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

辆总数 10%的运输企业实施处罚，并按照

《道路运输条例》的规定，对货运场所经营

者实施处罚。还将车辆及企业违法信息

纳入信用信息系统，依法实施惩戒。”

加强联动治超。交运系统内部的路

政、运政联动，交运、交警之间的部门联

动、区域联动以及高速和地方联动，使公

路治超由交运“单打独斗”转变为部门携

手“多重协奏”，执法力度和效能明显提

升。大英县委、县政府抽调了 20 名路政

执法人员、4 名运政执法人员、8 名交警、4
名特警组成“路警”联合执法中队，并采

取“四班三运转”的方式在全县范围内 24
小时开展治超工作。同时，县委、县政府

主动加强与周边地区以及成南高速公司

遂宁管理处的沟通衔接，使路警联合执法

中队与周边地区和高速管理处建立了超

限检测数据共享，并通过联席会议、信息

通报、区域交叉执法等方式，搭建公路治

超区域互动平台。

加强科技治超。联合交警、路政、运

政、水务等部门将网络监管平台融合，将

砂石企业源头监控探头、道路监控探头、

双超治理探头综合运用，实现全域监控。

加大治超力度，延伸治超。不紧紧局限于

干环线执法，还向乡村道延伸、向源头延

伸、向经营业主延伸；加强执法成效向后

期延伸，采取对查处的车辆和驾驶人员后

期监管和教育，帮助他们绷紧双超治理

弦，从根上治理好“双超”。

（全媒体记者 蒋亮）

设置检测站和“路警”联合执法中队，并从源头、联动、科技、延伸上治理超限超载车辆——

大英治理“双超”实现全域监管

今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会同

财政部发布新修订的《食品药品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办法》根据各地举

报奖励实施情况，将单次举报奖励限额

从原来的 30 万元提高至 50 万元，进一步

提高群众举报的积极性。《办法》发布以

来，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

强化激励作用

据介绍，国家总局成立后，整合了原

国务院食安办、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涉及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相关监管职

能。因此，无论是 2011 年原国务院食安

办颁布的《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制度的指导意见》，还是 2013 年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局与财政部联合下发的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都

无法完全涵盖所有食品药品有奖举报内

容。而且，由于之前各部门的职责范围

不同，奖励的标准、范围、主体、对象也

不尽相同，亟需对相关有奖举报制度进

行梳理修订和整合，建立与国家总局调

整范围一致的食品药品有奖举报制度；

另一方面，在相关举报奖励制度实施的

几年里，地方普遍反映存在着奖励程序

烦琐、可操作性不强、激励作用发挥不够

等问题，一些地区甚至存在奖励资金发

放困难的情况。这些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通过制度的修订完善或重新设计得

到有效解决，以最大化发挥有奖举报制

度的激励引导作用。

自 2014 年开始，国家总局决定在原

有基础上制定颁布新的《办法》，使食品

药品有奖举报制度进一步规范明确和简

便易行，使举报奖励真正落到实处。

《办法》明确了奖励主体和管辖原

则。考虑到举报受理部门对于举报案件

立案处理后的相关信息掌握不全面，负

责奖励实施的难度较大，因此，《办法》

明确实行“谁办理、谁奖励”的原则，即

由负责举报调查、做出最终处理决定的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作为举报奖励实施部

门。另外，办法还明确了奖励实施主体

竞合情况下的管辖原则，即上级受理的

跨地区的举报，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地

区的办理部门分别调查处理的，各部门

分别就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查实部分进

行奖励，避免了既往办法中奖励主体冲

突的情形。

《办法》还明确了举报奖励资金来

源。规定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资

金由地方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由各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专款专用，并接受

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以确保奖

励资金能得到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支

持。

同时完善了奖励情形和奖励条件。

举报案件只有经查证属实并已经依法处

理 后 ，才 能 为 后 续 的 奖 励 标 准 确 定 依

据。《办法》本着公平正义和维护公序良

俗的原则，对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作

人员或负有法定监督、发现、报告违法行

为义务人员的举报、假冒伪劣产品的被

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的

举报等明确规定不予奖励。还特别加入

了“对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产品质量

安全且不会对公众造成误导的瑕疵的举

报”的举报奖励排除，作为对新《食品安

全法》第 148 条的呼应，有利于遏制实际

工作中部分举报人针对“标签瑕疵”等的

牟利性打假行为。

细化相关内容

《办法》明确了奖励实名举报的原

则和匿名举报奖励的特殊处理方式，同

案两人及以上举报的奖励原则，同一举

报人举报同一事项的奖励原则以及举

报事项和违法事实是否一致时的区别

对待原则。这些都是针对既往办法实

施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做出的专门规

定。

确定奖励标准。《办法》规定了举报

奖励的三个等级标准，明确各省（区、

市）可结合实际，按照涉案货值金额或罚

没款金额、奖励等级等因素综合计算奖

励金额。将单笔奖励限额提高至 50 万

元，将重大案件的奖励底线设置为 30
万元，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增强打击食

品药品违法犯罪的靶向性。

细化奖励程序。《办法》对奖励实施

部门进行奖励的程序、期限和支付方式

做出了规定，对举报案件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后的奖励提出要求。

还特别加入了纠错程序，使有异议的举

报人可通过复核请求解决问题，以减少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给举报人带

来的不便。

加强落地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各

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制

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举报奖励办法，对具

体奖励程序做出具体规定，以提高办法

落地的可操作性。

原《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和财政部

联合下发。在《办法》修订过程中，财政

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双方一致认可延续

两部委联合发文的方式，以保障奖励资

金的落实。同时，为了测算预算规模，合

理确定单次奖励最高限额标准，两部门

共同开展调研，深入了解全国各省市局

近年来奖励实施情况，经研究讨论，最终

将单次奖励最高额提高至 50 万元，并且

加入了四类重大举报情形最低奖励 30
万元的规定，顺应了加大奖励力度、鼓励

公众举报的大形势。可以说，《办法》明

确规定举报奖励资金纳入地方各级政府

预算，接受监督检查，将为奖励资金的落

实提供坚实保障。

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解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10 月

24 日，县食药监局组织相关业务股室、

队、所，召开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推进会。

会上，县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就食

用农产品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食品安

全问题整治、打造“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等工作进行了再部署。通报了前期食品

安全工作，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梳理。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增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压

实工作责任，落实工作措施，以求实效。

会后，参会人员来到示范点进行了

实地查看，在查看中从管理制度、人员配

备、快检室的设置等各方面给予了指导

性的意见，同时要求示范点切实做到肉

菜产地可追溯、产品质量可管控、检测数

据可公示，让百姓可以真正买得安心、吃

得放心。

县旅游局
扎实开展“走基层”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10 月 26—28 日，县旅游

局局长张美年带领全局干部职工来到脱贫攻坚联系村河

边镇太华村开展“走基层”活动。

活动中，张美年一行与村班子进行了座谈，了解脱贫

进度并将局职工“扶贫日”捐款 9000 余元交到村支部书记

手中。张美年表示，作为帮扶部门，县旅游局始终心系太

华村的发展，心系贫困户，希望与村上一道，想办法、添措

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集体经济等工作，争取

早日脱贫摘帽。

张美年一行还分别来到结对帮扶的贫困户家中，详细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宣讲中省市脱贫攻坚方针政策

措施等。在结对帮扶户蒋绍贵家中，张美年了解到其猪圈

屋低矮闷热，主动表示个人出资帮忙整修，并鼓励蒋绍贵

一家努力发展生产，同时积极支持村班子工作，认真谋划

好脱贫路径，不等不靠，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通过自己辛

勤的双手实现脱贫致富。

县环保局
到联系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近日，县环保局局长赵志

奎一行，深入帮扶联系贫困村智水乡鲤鱼浸村，实地开展

脱贫攻坚工作。

自精准脱贫工作开展以来，县环保局领导班子高度重

视，认真谋划贫困户脱贫工作，多次进村入户实地走访，和

村两委共同探讨产业发展和脱贫路径。为增强贫困户“造

血”能力，积极引进大英县滋宁药业，在鲤鱼浸村建立果

桑、瓜蒌中药材供应基地，采取“企业+村集体+合作社+贫

困户”的产联式发展模式，积极引进四川正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以点带面，用集中养殖和分散

养殖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鲤鱼浸村养殖业发展。严格按照

县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度时间表，做好易地扶贫搬

迁点土地落实、房屋建设、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当天，县环保局扶贫工作组认真听取了村干部关于产

业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基础设施推进、保障机制、资

料完善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并针对鲤鱼浸村现状，和镇村

干部研究了相关扶贫措施。

县食药监局推进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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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