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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是一个泛指概念，是

对各类劣质油的统称，一般包括潲

水油、煎炸废油、肉类加工废弃物和

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等非食品

原料生产、加工的油脂。

肛肠专家解释，“地沟油”确实

是人们健康的大敌，尤其是对人们

的肠胃健康，有着不可估量的破坏

力。

1、“地沟油”会导致消化不良
在炼制“地沟油”过程中产生的

重金属“砷”会引起消化不良、头

痛、头晕、失眠、乏力、肝区不适等

症状。

2、“地沟油”会导致腹泻
“地沟油”中含有的大量的细

菌、真菌等有害微生物，会引发腹

泻，重者则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一系

列肠胃疾病。

3、“地沟油”会引发强烈腹痛
“地沟油”中混有大量污水、垃

圾和根本无法除去的有害化学成分

“铅”，会引起剧烈腹绞痛、贫血、中

毒性肝病等症状。

4、“地沟油”可导致胃癌、肠癌
令人作呕的炼制过程，是地沟

油毒素滋生的原因。“地沟油”是对

从酒店、餐馆收来潲水 (泔水、残菜

剩饭等 )和地沟油进行加工提炼，去

除臭味而流到食用油市场的成品

油，含有黄曲霉素、苯并芘，这两种

毒素都是致癌物质，可以导致胃癌、

肠癌、肾癌及乳腺、卵巢、小肠等部

位癌肿。

市食药安办、市食药监局提醒

广大市民：在一饱口福的同时，必须

紧绷食品安全这根弦，尽量挑选一

些规模大、口碑好、用料新鲜、卫生

条件好的饭店、餐馆就餐。一旦发

现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就要第

一时间拨打举报热线 12331 举报，

及时维权。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

健功能或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

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那么，如

何识别易与保健食品混淆的普通食

品呢？保健食品推销存在哪些陷阱?
又如何防范保健食品虚假宣传？

1、保健食品与普通食品的区别
保健食品的根本属性是特殊的

食品，与药品有严格的区分。对特

定人群具有一定的调节机体功能，

但不能取代药物对病人的治疗作

用。我国法定意义的保健食品必须

经过国家指定的权威检验部门的检

验，经保健食品管理部门核准颁发

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获取相应的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

那么，有权授予保健食品批准

文号的行政管理部门有哪些？2003
年以前是由国家卫生部核发；2003
年之后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发。没有此两部门授予的保健

食品批准文号的产品，不视为保健

食品。

2、保健食品推销存在哪些陷阱
保健食品市场上的常见陷阱包

括“专家健康讲座”，即在酒店、宾

馆 等 场 所 举 办 免 费“ 专 家 健 康 讲

座”,邀请所谓“专家”讲述某某保健

食品效果神奇，然后以“赠药”“送

纪念品”“免费旅游”等手段吸引消

费者，诱导消费者高价购买。

正确认识“地沟油”

慎购保健食品

市食药安办、市食药监局多种形式开展科普宣传

全面增强群众饮食安全意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对

食品药品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
而，现实生活中，依然有个别不法商家动
起了问题食品药品的“歪脑筋”，铤而走
险销售假药、假酒、假保健品等。如何捍
卫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市食药安办、
市食药监局充分发挥食品药品科普宣传
主力军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多种举措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市民的
食品药品科学认知和安全意识。

“预防食源性疾病，保障食品安

全需要注意五大要点：一要保持清

洁，二要生熟分开，三要保持食品的

安全温度……”在金港名都小区楼宇

电梯进出口，每月都会定期播放食品

药品安全公益广告小视频，让进进出

出的小区业主在乘坐电梯的一刻，也

能方便地了解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据了解，像这样的楼宇视频网点

在市城区就达到了 110 个，覆盖了政

府机关、商场、医院、星级宾馆、休闲娱

乐场所等多个领域。市民李女士说，

“楼宇视频宣传效果好，家人的食品安

全意识明显提高了。我家孩子看了公

益广告视频后，都经常说要‘吃放心

菜、喝干净水、用健康药’。”

与此同时，市食药安办、市食药

监局还在市城区、各区县的 160 个邮

政营业网点以及部分电影院线播放

食品药品动漫视频公益广告，在住宅

小区入口、高速公路、车站出入口等

户外场所投放固定公益广告牌，全面

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我们将落实专项经费 100 万元，

在全市建立食品药品科普宣传站。

目前正在编印《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动

漫画册》《安全用药手册》等食品药品

安全系列知识手册，购买笔、购物袋、

围裙、手机挂件、传单、海报、台历等食

品药品安全公益宣传品。”据市食药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充分发挥全社

会的力量，下一步，食药安委主要成员

单位、食药监管系统将建立义务科普

宣传队伍，并组织指导行业协会建立

食品药品科普宣传志愿者小组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讲活动。

“我们组织开展多层面、多角度、

多形式的科普宣传，就是为了让食品

药品科普宣传社会化、群众化、经常

化。”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确保食药科普宣传工作执行到位、

成效明显，市食药安办、市食药监局

将把科宣工作纳入对县区、园区政府

及部门的目标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

果给予表彰和奖励。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现在生活好了，老年人都非常

注重身体健康，一听说哪种保健品包

治百病，花几千上万元都舍得。殊不

知，保健品其实是一种特殊食品，对

身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并不能包

治百病。”3 月 21 日上午，在市老干局

活动中心举办的 2018 年遂宁市食品

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之《关爱老人生

活·传播健康理念》课堂上，市食药监

局食品流通科科长但光杰现场向 120
余位离退休老干部介绍了常见的保

健食品骗局套路，普及了保健食品的

定义、特征、形态、功能分类等知识，

通过实物展示，向离退休老干部讲解

了识别保健食品真伪的方法。

这只是市食药监局开展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大讲堂活动的一幕。3 月

17 日上午，市食药安办、市食药监局、

市教育局、市应急办、市广播电视台、

河东新区食药监分局在东辰荣兴国

际学校举办了“遂宁讲坛”特别节目

《校园食品安全知识》大型专题讲座，

全市 700 余名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者参

加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社会反响

强烈。

今年以来，全市食药监系统还组

织义务宣讲队伍走上街头、进入学

校，先后在市城区中心商业区、裕丰

园广场等地向广大市民、学生讲解了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这样的知识讲

座很有用，希望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市民刘大爷说，很多老年人购买保健

品的时候缺乏理性，多听讲座能帮助

老年人分辨真伪。

“食品药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实现社会

共治。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

提高大众保护意识，只有从源头做好

防控，才能防患于未然。”据市食药监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市食药监

局将携手市广播电视台组织开展 20
多场“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大讲堂”活

动，组织专家志愿者宣讲队伍“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

进景区、进工地”，宣传普及食品药品

安全知识。

进街道入学校
举办食药安全知识大讲堂

播视频编手册
全方位多形式宣传食药安全

义务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

为破解当前整治非法营运工作瓶颈，我市

组建了一支由近百名执法人员组成的“遂宁

市整治非法营运联合执法支队”。从昨（3）日

开始，市联合执法支队将市城区分为了 2 个管

理片区进行集中整治，此次整治采取定点值

守、流动巡查、暗查暗访等方式，编织出一张

严密的“法网”，在市城区严打非法营运行为，

进一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规范

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80余名执法人员上路
市城区严打非法营运

“师傅，请你出示一下驾驶证和行驶证。”

昨日早上 10 点，在市城区明月路中段的检查

点，联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拦下了一辆车牌为

川 JHY1**的灰色轿车。执法人员将该车拦下

后，迅速将驾驶员与乘客分开询问。“请问你是

从哪里上的车，驾驶员收了你多少钱？”执法人

员仔细询问乘客有关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属于

非法营运。经过核实，该辆轿车属于网约车，由

于证件不齐，已经涉嫌非法营运。

在市城区育才东路滨江路的检查点，对于

每一辆路过的小型轿车，执法人员都会进行

初步判定，如果车内座无虚席或驾驶人员在

看到联合执法队员时神色紧张，那么联合执

法组执法人员就会立即将其拦下进行核实。

据了解，联合执法支队由运政、交警、特警

等多个部门执法人员所组成，在集中整治的

时期，每天都会有 80 余名执法人员在市城区

采取设点、巡查的方式严打非法营运。

20个工作日补齐手续
网约车可以免除处罚

“仅仅一天时间，已经有 11 辆涉嫌非法营

运的车辆被暂扣，并等待进一步的处理。”联

合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11 辆涉嫌非

法营运的车辆中，有 6 辆属于手续不全的网

约车。

“在我市从事合法的网约车经营活动，需

要具备三个要件，线上服务平台需取得《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驾驶员需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车辆需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目前，市城区

只有 100 余辆网约车三证齐全。”市运管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使我市的网约车尽快完

善手续，市运管处在全省率先推出人性化执

法措施，即暂扣的网约车只要驾驶员和车辆

符合遂宁市网约车新政条件，在 20 个工作日

内办理合法手续，将会免于处罚。

20 个工作日的时间是否足够补齐手续？

该负责人表示，只要驾驶员和车辆符合相关

条件，手续办理可以“一路绿灯”，20 个工作日

的时间绰绰有余。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本报讯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幸福。

3 月 28 日，市城区为市民专门“定制”的 206
路公交线路正式开通了，这是一条方便市民

往返遂宁市中心医院本部、北河街皮肤病区、

河东分部的专线公交，是市城区首条“定制”

公交。该线路运行以来受到了群众点赞，被

称为“市民健康快车”。

3 月 31 日上午 9 点 10 分在市城区德胜西

路市中心医院本部，206 路公交车又准备准时

出发了，30 分钟后，乘客们就已到达市中心

医院河东分部，这条定制的公交线路，让遂宁

市中心医院本部、北河街皮肤病区、河东分部

病患及三清街、盐市街、和平路、介福桥、嘉禾

桥等沿线的百姓出行更加方便。“原本市中心

医院本部车辆拥堵、附近又难停车，206 路公

交开通后，来往市中心医院本部和河东分部

就诊既方便又快捷，是真正的‘健康快车’”乘

坐 206 路公交车的市民高兴地告诉记者。

我市首条为市民定制的“健康快车”来了！

206路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民 意 召 唤 使 命 ，担 当 彰 显 情 怀 。 公 交 优

先，就是市民优先。

记者了解到，206 路民生公交的开通，是交

运部门、市公交公司、市中心医院等单位部共

同努力的结果，是遂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始终把人民呼

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需求作为第一要务，

把人民向往作为第一目标，把各项民生工作做

得更细致、更扎实，努力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这一则新闻虽小，但却包含了遂宁民生情

怀。

无论是优化公交线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还是绿色公交、智慧公交建设，我们看到的是优

先选择公交出行的市民的幸福感由期盼慢慢变

为现实，看到的是公交让公众幸福感的提升，看

到的是市民从“有乘、可乘”到“易乘、愿乘、乐乘”

的转变，看到的是以民生改善汇聚的发展合力！

发展公交就是保障民生。优先发展城市

公共交通，是合理分配城市道路资源、解决城

市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措施。当

前，我市正加快落实公交优先发展计划，给公

交优先创造好条件，加快公交都市建设，引领

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市民，我们满心期待遂宁公交优先发

展计划尽早落地落实，期盼遂宁公交能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怀忧民、爱民、惠

民之心，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

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增强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何飞）

民生公交为遂宁百姓幸福感再添“砝码”【短评】

经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

拍卖方式出让 2 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

采用增价拍卖，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到遂宁市国

土资源局船山分局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本次土地拍卖需到遂宁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 401 室办理数字证书，申请人

可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8 年 4 月 18 日，登

陆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snjsjy.com）土

地交易系统完成申购，根据网页提示完成报

名、缴纳保证金。网上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 17：00。

在缴纳竞买保证金后，申请人应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 17：00 前到遂宁市国土资源局船

山分局提交书面申请资料，经工作人员审核

通过后，方可按规定参加拍卖活动。

除明确要求需提供的报名资料外，竞买

者必须提供所有的资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印章，并提供原件备

查。若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

取消其竞买资格。

六、此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

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 15:00 在遂宁市遂州北路

169 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七楼会议室举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土地出让价款的缴款期限为：竞买人竞

得土地后，合同签订之日起 1 个月内缴纳成

交总价款的 50%，6 个月内缴清总价款。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遂宁市国土资源局船山分局

（船山区盐关街 87 号）

联系电话：0825-2222242
联 系 人：代志 向磊

网 站：www.landchina.com（中国土地市

场网）

http://cs.snsgtj.gov.cn/（遂宁市国土资源局

船山分局网站）

http://www.snjsjy.com( 遂 宁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网）

九、几点说明

1.竞买者必须登录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www.snjsjy.com）自助注册并设置账

号和密码。

2.竞买者在网上注册、报名过程中遇到

技术问题请咨询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联

系电话 0825-2316620。

遂宁市国土资源局船山分局
2018年 3月 30日

遂宁市国土资源局船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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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出让用地地块明细表

地
块
编
号

1

2

备注 1.详细地块位置和土地规划用途见拍卖文件的地块规划条件及红线图；2.按净地方式交地。

地块
位置

龙凤新城龙
溪路以南

龙凤新城龙
溪路以南

规划用地
面积

平方米

62052.71

48244.2

亩

93.08

72.37

土地
用途

商服
住宅
用地

商服
住宅
用地

出让年限

商 服 40
年 、住 宅
70年

商 服 40
年 、住 宅
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不大
于
27%

不大
于
35%

容积率

不大
于
2.2

不大
于
2.0

绿地率

不低
于
40%

不低
于
35%

建筑控制高度

不 大 于 60 米 ，
且满足航空限
高

不 大 于 24 米 ，
且满足航空限
高

起 拍
价（万
元/
亩）

80

80

保 证
金（万
元）

2300

1800

市联合执法支队开展非法营运集中整治

整治首日 11辆涉嫌车辆被暂扣

民生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