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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速递

市城区实行活禽集中定点宰杀和交易规定未落实到位

农贸市场活禽宰杀普遍存在

民生关注

我市开展计量检定室对外开放活动

仁里古镇为省、市重点工程，为加

快 遂 宁 城 市 建 设 进 程 ，促 进 遂 宁 发

展，根据遂宁城市总体规划及近期建

设要求，仁里古镇项目修建在即，涉

及区域内的部分坟墓急需迁移，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迁坟范围

桥东社区三组晒坝地块（现为庙

会广场用地）范围内的坟墓。

二、迁坟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

三、迁坟要求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涉及

以上范围内的坟主亲属尽快与坟墓

所在地区村、社联系办理迁坟补偿事

宜；

（二）请涉及以上范围内的坟主亲

属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将坟迁出。

（三）逾期未迁出的视为无主坟，

后果自行负责。

四、联系电话：0825-2911978
特此公告

遂宁市船山区灵泉街道办事处桥

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8年 5月 12日

迁
坟
通
知

本报讯 艾滋病对人类健康的破

坏力让很多人谈艾色变。为减少艾

滋病传播风险，市疾控中心采用多种

方式，对暗娼、吸毒者、同性恋等高

危人群进行全方位综合干预。根据

艾滋病综合防治管理信息系统统计，

2017 年全市暗娼、男同的月均干预

覆盖率分别达到 85.0%、83.8%，达到

了预期效果。

据了解，市疾控中心大力开展安

全套推广，在高危娱乐场所和宾馆、

旅店、洗浴、歌舞厅、车站、高校等公

共场所及性病诊疗机构摆放安全套

或设置自动售套机，无偿提供安全

套，并纳入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内容。

持续开展针具交换工作，全市设立的

4 个针具交换点，覆盖了船山、安居、

射洪、大英 4 个县（区），各交换点聘

请专门人员负责针具交换工作，并吸

纳同伴教育员进行针具管理、发放、

回收、登记和信息资料的收集等工

作。大力开展戒毒所、看守所羁押人

员健康教育，各级疾控机构利用对新

进羁押人员采血的机会，联合戒毒

所、看守所的管教干警和狱医对羁押

的吸毒者进行健康教育，新入所人员

受教育覆盖率达 100%。

(黄春玲 本报记者 郑小艳）

市疾控中心全方位综合干预高危人群

从 4 月开始，我市在全市范围内

广泛开展 2018 年度整治“群众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活动，以实际成效凝聚

群众力量，赢得群众信任。本报通过

新媒体面向全市征集 2018 年度整治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线索，引

来了网友们的积极留言。与此同时，

记者也对 2017 年部分“群众最不满意

的 10 件事”整治效果进行了回访。

征集 2018年整治线索
网友积极回应群策群力

4 月 25 日，遂宁新闻网官方微信

@遂宁新闻网和遂宁客户端将征集

2018 年度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线索的稿件刊发之后，迎来了

网友的积极回应。短短几天时间，就

有 600 余名网友留言，建议内容涉及

住房、环境、交通、医疗、教育等多个

方面。新媒体编辑也及时将网友留

言进行了整理，并提交给相关部门。

目前，我市正在对梳理出的所有

问题线索进行归类汇总，组织问题所

涉单位按“立即解决、限期解决、分期

解决、政策限制”4 个类别进行甄别分

类，对“立即解决”“限期解决”类问

题，由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开展可行性

评估，在此基础上筛选确定 20 个问题

纳入整治备选范围。之后，我市将通

过全媒体由群众从纳入整治备选范

围的 20 个问题中投票选择，按得票多

少确定 15 个问题。

市委常委会会议将对这 15 个问

题进行审议，最终确定 10 件事作为

2018 年整治内容，并制发《整治“群众

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任务分工》，全

面开展整治工作。

回访 2017年整治效果
群众获得感得到提升

“通过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整

治，出租车不打表、乱收费等现象少

了很多。”5 月 9 日，记者对 2017 年部

分“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进行了

回访，市民魏斌表示，正是通过对“出

租车服务差”的专项整治，乘客的幸

福感得到了提升。

据了解，“出租车服务差”被列入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后，我市

相关部门下大力气整治出租车积弊：

投入 287 万元建成市城区出租车 4G
智能全覆盖监管系统，在全省率先依

法吊销 4 名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大力气也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2017 年 10 月 18 日，我市出租车营

运历年来首次实现全天“零投诉”。

不止是出租车服务，被列入首件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的“农村

基层卫生服务条件差”也得到了改

善。

5 月 9 日一大早，安居区保石镇

瓦口井村 66 岁的文德忠老人就来到

了保石镇天遂水井联村示范卫生室

做针灸治疗。“去年 10 月份，联村示

范卫生室开诊后，我们都不用东跑西

跑去看病了，不仅方便还可以省钱。”

据了解，“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条

件差”被列入首件“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后，我市根据农村实际，用创

新的理念、改革的精神，在全国首创

提出建设“联村示范卫生室”，此举打

破了目前仅在行政村设卫生室的格

局，选择在区域集中、常住人口较多

的行政村新建或改扩建联村示范卫

生室，做到诊断有依据、治疗有效果，

实现“小病在当地”的目标。此次整

治，全市卫计系统共投入 900 余万元，

改善卫生室条件 394 个，增加药品、器

械配备 175 个，为村卫生室配备固定

乡村医生 48 名。

通过半年多的集中整治，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接到群众相关事项有

效投诉件较 2016 年同期大幅下降，群

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提升。 2017
年 9 月统计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满意率

89.88 分，2017 年 12 月统计调查结果

显 示 群 众 满 意 率 继 续 上 升 到 91.31
分。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四川日报

等中省主流媒体也对我市整治工作

成效报道进行了重点报道，在全国引

起巨大反响。（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记者回访 2017年度“群众最不满意的 10件事”

整治效果立竿见影
群众获得感得到提升

记者了解到，按照《通告》要求，

市城区中环线以内的活禽宰杀和交

易活动必须在遂宁南大冷鲜水产品

市场内（银河南路 949 号）进行，市城

区其它农贸市场、超市、门面等经营

场所严禁从事活禽交易及宰杀活动。

同时，《通告》明确要求市城区各

农贸市场、超市、门面等所有上市经

营的禽类产品，必须持有《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或附有检疫标志。否则，

禁止上市交易。

“禁止在市城区中环线以内其它

农贸市场进行活禽销售和宰杀行为

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市民的健康安

全”船山区商务局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通告》发布的目的为进一步规范

遂宁市城区的活禽宰杀交易市场，防

止各类禽疫病发生和传播，提高上市

禽类产品质量，保护公众健康和维护

公共卫生安全。

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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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市场有活禽销售和宰杀

“现场购买，现场宰杀。”在市城

区和平路卫星桥市场某活禽销售店

前，面对前来选购鸡鸭的市民，老板

对于是否现场宰杀给予肯定回复，并

把市民选好的一只活鸡进行现场宰

杀。不到半个小时，市民就从销售店

老板手中接过了已宰杀好的鸡肉。

“ 政 府 有 规 定 要 在 指 定 地 点 宰

杀，你们这个点是规定的宰杀点？”对

于记者的质疑。活禽售卖店老板表

示，只要不是特殊敏感时期，市场上

就可以销售和宰杀活禽。

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城区川中大

市场、城南核桃湾市场和河东新区部

分农贸市场，发现大部分农贸市场内

存在活禽销售店，且有现场宰杀活禽

的现象。

针对市场区大部分市场均有活

禽销售和现场宰杀的情况，销售店主

和消费者都觉得“习以为常”。对于

《通告》的规定，一活禽销售店主王先

生表示：“我在这里都卖了三年多了，

除了在特殊敏感时期，市场内活禽销

售和宰杀停止外，其它时候都是现卖

现杀。只要不是特殊时期，应该不存

在多大的安全和卫生问题。”

对于大多数市场有活禽销售和

宰杀服务，许多消费者觉得很方便。

“在家附近的农贸市场就能买到鸡

鸭，还能现场宰杀，多方便啊。如果

全城只有一个活禽销售和宰杀点，买

鸡、杀鸡还得从北门跑到南门去，不

仅车费贵了不说，时间还耽误不少，

太不方便了。”市民李淑芬说道。

家住奥城花园的李庆表示，老人

喜欢土鸡、土鸭，经常从乡下买来活

鸡鸭带回城宰杀。如果专门赶车去

一趟南门的集中宰杀点，实在不方

便，不如小区附近市场有宰杀点来得

便民。

在售部分生鲜肉无检疫证明

“你这些宰杀了的鸡鸭有没有检

验检疫证明？”在川中大市场一鸡鸭

销售店前，面对市民的询问，店主称，

没有检验检疫证明，但都是正规渠道

出来的货，叫市民放心购买。

在走访市城区多个市场中，记者

发现大多数在售的生鲜猪肉都有《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或检验检疫标志。

但在已宰杀好的鸡鸭等禽肉销售摊

点和部分牛肉、兔肉等动物生鲜肉品

销售店前，记者询问商家在售生鲜肉

品是否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或检

验检疫标志时，部分商家表示没有，

但均称是合格产品，消费者可放心购

买。

正在购买牛肉的张先生表示，只

听说过猪肉有检验检疫标志，购买的

时候特别看了看，没有听说牛肉、禽

肉也要有检验检疫标志。走访中，

许多消费者都和张先生一样，对牛

肉、兔肉等动物产品、禽类产品是否

需要检验检疫和是否有检验检疫标

志等都表示不清楚。只有少数消费

者表示知道市场上销售的牛肉、禽

类产品需要检验检疫，但在购买的时

候都没有详细过问商家是否检验检

疫过。

（何敏）

2017 年 11 月 21 日，船山区人民政府

发布《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市

城区实行活禽集中定点宰杀和交易的通

告》，对市城区中环线以内活禽宰杀活

动、交易行为和上市经营的禽类产品等

进行了明确规定。该《通告》已于 2017年
12 月 11 日起正式实施。日前，记者对市

城区多个农贸市场进行走访调查时发

现，市城区的农贸市场仍然普遍存在活

禽销售和宰杀现象，且出售的部分牛肉、

兔肉、禽类产品没有检验检疫标志。

市
场
内
的
活
禽
宰
杀
点

规定 活禽交易和宰杀要在指定地点

调查《通告》落实不到位

本报讯（实习生 杰莫 全媒体记

者 余勇君）18 日，市质监局邀请省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

共 40 余人参与“计量检定实验室对

外开放活动”，听取有关加强民生计

量监管、特别是水、电、气“三表”精

准监管的意见，进一步促进民生计量

服务再上新台阶。

活动中，省（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居民代表参观了水、电、气计

量检定中心各项检定流程，在听取了

水、电、气计量检定中心关于机构情

况、检定情况的汇报后，还就市民关

注的计量问题进行了提问。据了解，

今年以来，市质监局对全市计量检定

机构实施定期与不定期监管，重点抓

机构检定人员资质是否符合相关条

件、硬件设施是否符合标准规范、运

行管理是否符合法规要求，以确保标

准的精准。市质监局还要求相关企

业对出厂的民用表在投入使用前应

依法检定，并对已检合格表采取随机

抽取方式实施异地检定，对检定数据

进行二次比对，确保检定数据的一致

性和精准性。

此外，市质监局还制定了《关于

开展民生计量器具专项监督检查实

施方案》，组成 12 个执法小组，围绕

民用三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随机抽

取在用三表送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进

行检定，确保在用三表的准确性和稳

定性。目前，通过该局对民用三表用

前、用后的抽检，并未发现计量不准

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