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违章

搭建钢棚、公共地域堆放物品、违法

广告牌、乱牵塑料布……4 月 23 日，安

居区开展国贸市场综合整治行动后，

这些乱象将不复存在。

“以前市场上到处乱摆起，塑料布

东牵西拉久了脏得很，看到好恼火

哦。这下弄了就整洁清爽了！”安居

区国贸大市场内，执法人员忙里忙

外，对市场内环境进行了综合整治，

对公共地被占用、私搭乱建、摊位占

道经营等现象进行了整治，现场围观

群众无不拍手称赞。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委绩效办、

区综合执法局、区商务局、区人社局、

区住建局、区自然资源规划局、区公

安分局、区卫健局、区消防大队、柔刚

街道办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综合整治

行动。

当天 6 点 50 分，所有参与整治的

联合行动队员在现场集合，开展清理

整治行动。重点对国贸大市场内存在

的公用地被占用、私搭乱建、摊位占

道经营等现象进行了整治。同时，针

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隐患，联合执法

行动组对经营者做思想工作进行劝

解，阐述带险经营带来的社会危害，

宣讲日常防火注意事项，向各商铺业

主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并帮助业主

清理通道两旁的物品。

8 点 30 分，国贸大市场内综合整

治行动告一段落，违规经营行为被取

缔规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叶

常林称，“国卫复审虽然省级验收已

经通过，但是安居城区仍存在很多问

题，特别是农贸市场的管理一直是

个难点。近期对安居大市场、经纬

市场进行了整治，取得了初步效果，

今天进一步对国贸市场进行整治，

通过部门联合整治，已经初显效果。

下一步将建立长效机制，区委区政府

准备出台安居城区农贸市场集中整治

管理办法，希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理解，确保国卫复审国家验收顺利通

过。”

据统计，此次国贸大市场综合整

治共整顿规范市场周边门面 25 户，规

范临时摊位 8 处，拆除乱搭建挂肉架 6
处，拆除私搭建摆货架 1 处，清理“霸

摊”经营 4 处。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为巩固国

卫创建成果，近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全

区市场专项整治后，主动作为，纵深管理，对

各类市场进行专项集中督查整治。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建成区内所有

占用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场地的各类

市场、便民摊点逐一摸底。对经过审批、

有审批手续的逐一登记；对没有经过审

批、无任何手续的占路市场、便民摊点以

及各种大集重点排查，建立台账。对辖

区建成区内所有没有经过审批、无任何

手续的占道市场、便民摊点，与辖区街道

办事处沟通，如确需保留的，督促办事处

务必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审批，并确立管

理责任单位、划定四至范围、明确开闭市

时间。执法人员采取边宣传边整治的方

式，对部分商家违规占道经营、使用遮阳

篷在店外乱堆乱放等行为逐一整改，并

协助帮助搬运店外摆放的物品进店经

营；对市场内售卖肉类、鸡禽、鱼等鲜活

摊点，进行了现场督促整改，要求做好三

防设施，加大摊位及周边环境卫生的清

扫力度。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加大执法力度，一

方面加强对经审批的占用城市道路、广

场等公共场地的各类市场、便民摊点的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落实有关规定，坚决

杜绝冒市延时；另一方面，对没有经过审

批、无任何手续的占路市场、便民摊点，

又不按照有关程序报批和规范的，一律

按占道非法市场进行执法查处，并全部

取缔。

同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还建立了农

贸市场部门联合协作治理机制。该局建

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各执法中队联合

市场管理部门开展执法检查行动，加强与

市场管理部门的沟通协作，确定联合执法

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各执法中队对市

场内部及周边私搭乱建、占路经营、露天烧

烤、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各农贸

市场管理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加强对市场

内部摊点的管理力度，合理安排摊位，严格

开闭市时间，严禁摊点超划线、超范围经

营，严禁乱停乱放，严禁私搭乱建。根据工

作实际，每周召开各执法中队责任人参加

的农贸市场专题工作会议。针对本周市场

内部及周边存在的盲点、难点、疑点问

题，向市场责任方进行通报，提出解决措

施，有的放矢地开展整治行动，保证整治

效果，确保市场脏乱差不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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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行动

近年来，安居区磨溪镇喜华村通过引进业主，成立香桂

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村连片发展香桂产业 1000 亩，不仅让

留守老人、贫困户吃上了“产业饭”，每日可领取务工费 60

元，还解决了农村撂荒地难题，激发出农村产业发展新活

力。图为 4 月 24 日村民正在给香桂树施肥。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一、什么是毒品
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内胺(冰毒)、吗啡、大麻、

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

二、什么是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和国际有关禁毒法律、法规，破

坏毒品管制活动，应该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有哪些？
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 347 条)；

2.非法持有毒品罪(第 348 条)；

3.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第 349 条)；

4.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第 349 条)；

5.走私制毒物品罪(第 350 条)；

6.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第 350 条)；

7.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 351 条)；

8.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第 352 条)；

9.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第 353 条)；

10.强迫他人吸毒罪(第 353 条)；

11.容留他人吸毒罪(第 354 条)；

12.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355 条)。

四、毒品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

会。

1.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

2.毒品问题诱发其他违法犯罪，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

秩序；

3.毒品问题渗透和腐蚀政权机构，加强腐败现象；

4.毒品问题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五、染上毒瘾的人一般有哪些迹象?
1.在家中或单位偷窃钱财、物品，或突然频频地向父母

或朋友索要或借钱；

2.长时间躲在自己房间内，或远离家人、他人，不愿见

人；

3.外出行动表现神秘鬼祟：

4.藏有毒品及吸毒工具；

5.遮掩收缩的瞳孔，在不适当的场合佩戴太阳镜；

6.面色灰暗、眼睛无神、食欲不振、身体消瘦；

7.为掩盖手臂上的注射针孔，夏季穿着长袖衬衣；

8.情绪不稳定、异常的发怒、发脾气、坐立不安、睡眠差；

9.经常无故出入偏僻的地方与吸毒者交往。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香桂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近年来，玉丰镇按照“水清、岸绿、田

美、路硬、村洁”的要求，根据居住人口结

构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富民为抓手，结合

基础硬件、人文特色、产业发展等内容，

注重规划引领，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强化环境配套设施，力求把美丽乡村

建成百姓心坎上的民生工程。

“天眼”守护黄峨故里
村民过得更放心和安心

清晨，太阳慢慢升上山头，走在玉丰

镇陈坝村的乡间公路上，一阵阵栀子花

香扑鼻而来。记者绕着该村走了一圈，

看见村里堰塘内的白鹅觅食欢游，各家

门前清清爽爽，老百姓在文化院坝里载

歌载舞。

“这就是‘雪亮’工程给我们村带来
的变化。”陈坝村村民陈兰说，自从“雪
亮”工程建成后，村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开始自觉地爱干净讲卫生了，村道路上
很少再见到果皮、纸屑、烟头之类的垃
圾。“可以通过电视、手机直接看到监控
视频，那些平时乱丢乱扔还不承认的人，
再也找不出借口了，村里环境也就越来
越好了，大家都过得舒心自在。”

“自‘雪亮’工程建起来后，村民们的
安全感迅速提升，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地
在家发展经济了，干劲更足了。”玉丰镇
鸡头寺村支部副书记邓尚金告诉记者，
自从七彩明珠打造出来后，很多村民开
始在自家小院中开起了农家乐，还有些
村民在家门口摆起了小摊。“近两年来，
景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丽，村里的人

均收入翻倍，这些都离不开‘雪亮’工程

的守护。 因为在景区的大门、重要路口

和辖区村落，都设有‘雪亮’工程三级联

防的‘天眼’，一旦景区出现紧急情况，民

警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赶到，并同步

进行实时监控，掌握详情。”

陈坝村是玉丰镇通过“雪亮”工程治

理新村环境的一个缩影。玉丰镇是“黄

娥故里”。近年来，在涉及七彩明珠景区

建设的鸡头寺村、黄林沟村、高石村、双

桂村、新园村等其余 8 个村，已经陆续投

入“雪亮”工程建设。目前，随着新农村

建设的蓬勃发展，“黄峨故里”这张名片

被递进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和投资商

手中。

农旅结合产村相融
拓宽村民致富道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生产发

展、农民致富，让农民过上美满幸福的日

子，是美丽洁净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也是提前实现全面小康战略目标

的关键。

薰衣草、格桑花、虞美人……自从安
居区七彩明珠景区打造“七彩花海”以
来，玉丰镇鸡头寺村每家每户的房前屋
后都是漂亮的鲜花。青瓦白墙、错落有
致的小洋楼星罗棋布，纵横交错、干净整
洁的水泥路通村连户。村民刘家财告诉

记者，他家的房屋是统一规划修建的，不
仅房屋漂亮、建筑质量特好，住着还十分
舒适。走进居民的小楼房，电视机、洗衣
机、电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

村庄美了，致富的路更宽了。为增加
农民收入，鸡头寺村以积极引进特色产

业和发展乡村旅游等为主导产业，不断

带动农民增收。作为鸡头寺村新培育的

农业企业，桃之妖妖家庭农场栽种桃树

160 亩，拥有 20 多个品种，从每年的 5 月

至 10 月，农场的桃子陆续成熟上市，成为

村里增收致富的一项重要产业。

“周末和节庆的时候，农家乐忙都忙

不过来，消费者要来耍还要提前预订。”

荷花山庄的负责人张兵说起近几年的变

化如数家珍，规划建设风景区之后，他们

从农民变成了个体商户，过去靠天吃饭，

如今只要努力经营，收入就很可观。

“每年 3 月桃花盛开的时候，很多近

郊的游客前来旅游、参观、玩耍，对我们

发展乡村旅游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

七彩明珠景区增加了一道亮丽的光彩。”

鸡头寺村村主任苏明告诉记者，为进一

步提高全村农民生活水平，该村先后成

立了水果协会、养猪协会，大力发展优质

水果、生猪产业。鸡头寺村以新农村建

设为重点，依托农业公司大力发展观光

农业，打造乡村体验旅游，极大地提高了

村民的收入。

加强文化阵地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如今的乡村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公共
服务体系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
来，玉丰镇着力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
自觉，做实文化惠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能力明显提高，农村文化建设短板
逐渐补齐，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
文明品位不断提高。

傍晚时分，在玉丰镇陈坝村文化大
院热闹非凡。“这个广场是 2011 年修的，
以前是土坝子，现在大家吃了晚饭都聚

集在这里唱歌、跳舞，安逸得很 !”说完，

村民陈兰和伙伴们跟着音乐跳起了广场

舞。

“每天晚上可以在广场跳舞，定期在

村级放映室放电影看，经常还有各种各

样的演出。现在的农闲比以前更有滋味

了。”爱热闹的村民陈华贵对现在丰富的

文化生活竖起大拇指点赞。

这只是陈坝村乡村文化振兴一隅。

近年来，玉丰镇为辖区各村着力提供更

有效的软实力、构筑更积极健康的文化

软环境，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更基本更

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在村图书阅览室内，正值周末放假回

家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张牧之被童话故事

深深吸引，甚至忘了回家。“只要是放寒

暑假或者周末，来看书的小朋友都很多

哟，看书总比成天看电视好嘛。”陈坝村

图书管理员陈本国一边整理图书一边叮

嘱看书的小朋友要爱惜图书。

阵地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陈坝村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着

力加强硬件建设。整合村级活动阵地建

设项目，于 2011 年开始先后投入资金 100
余万元，建成建筑面积 350㎡，使用面积

近 700㎡的陈坝村文化大院，成为了该村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先后打造了村级

放映室、村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等多

个文化阵地，初步形成了较为健全的村

级文化网络。几年来，接受各级各类检

查、调研，以及承办全市文化流动现场会

等大型会议、培训等上百次，成为全市家

喻户晓的基层阵地样板。

“美丽乡村是我家，农村不比城里

差。”这已成为很多玉丰镇很多村民的共

同感受。置身于水乡农村，美丽、舒适、

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心旷神怡——村庄

更 美 更 亮 了 ，村 民 们 的 笑 容 透 着 幸 福

……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 4 月 23
日，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楼下热闹非凡，

环卫工人手捧新的环卫服装，喜笑颜开，不

停感谢爱心企业助力安居环卫事业。

据了解，为积极配合国家卫生城市复

检，全力配合政府打造安居区整洁舒适

的城市环境，同时为环卫工人提供更加

安全的工作保障，遂宁安居融兴村镇银

行向安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所捐款

全新环卫服 350 件。

爱心企业送真情，环卫工人受感动。

现场很多领到捐赠物品的环卫工人心情

非常激动，刘广碧说，“我身上的褂子上

次打扫时沾了油洗不干净了，正好换一

件，太好了！”在现场领取环卫服装的陈

前多、向泽秀等环卫工人纷纷表示，要继

续传承和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

净”的环卫精神，以更加辛勤的工作，回

报社会各界的关心，为文明城市建设贡

献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遂宁安居融兴村镇银行作为

由哈尔滨银行发起组建，安居区国有资

本注资，安居区唯一的独立法人银行，长

期致力于安居区民生和环境事业，关注

关心环卫工人等一线城市环境守护者，

为安居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遂宁安居融兴村镇银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环卫工人很辛苦、也很劳累，希望

尽自己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关爱

和安全保障。保卫国家卫生城市成果，

不仅需要职能部门的管理，也需要更多

的爱心企业参与和助力，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引导全区各行各业和社会各界加

入到关心、关爱环卫工人的行列中来。

玉丰镇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契机打造幸福家园

村庄靓了生活更美好

遂宁安居融兴村镇银行向安居区 300余名环卫工人捐赠环卫服装

爱心企业助力环卫事业

鸡 头 寺 村 新 培
育的农业企业，桃之
妖 妖 家 庭 农 场 栽 种
桃 树 160 亩 ，拥 有
20 多个品种，从每年
的 5 月至 10 月，农场
的 桃 子 陆 续 成 熟 上
市，成为村里增收致
富的一项重要产业

禁毒 小知识

（紧接01版）全力以赴改善全区生态环境质量。要聚焦六个

“紧盯”，紧盯环保问题抓整改、紧盯流域水质抓达标、紧盯

空气质量抓改善、紧盯违法行为抓惩治、紧盯环境风险抓防

控、紧盯农业农村污染抓治理。各级各部门必须头脑清醒、

意志坚定、定位准确，紧紧抓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个核

心，打好补齐短板攻坚战，理清总体思路，把握前进方向，转

变方式方法，加大力度、全力推进，着力提高环境治理水

平。

管昭强调，要坚持动真碰硬，全力保障各项决策部署落

地落实。要狠抓责任落实，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责任制，严格落实“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发展必须管环保、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工作要求，全面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

管的大环保工作格局。要逗硬考核执法，要加强环保工作

目标考核，对工作开展不力、完成任务滞后的责任单位，严

格扣分通报，问题突出的要严格追究责任。要落实工作保

障，保障财政投入，逐步建立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

区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

志出席会议。

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努力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