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遂宁市遂州中路718号 邮编：629000 总编室:2312551 办公室：2310721 广告部:2321300 订报热线：2314671 职业道德监督电话：2312551 发行质量投诉电话：2314671 广告经营许可证：川遂工商广字003号 零售：每份1.5元

04 民生 责编：李志 编辑：田丽丹 组版：蒋贤文 2019年5月6日 星期一

“异物卡喉，民间‘高手’多用扣喉、吃

醋、吞咽食物来应对，其实这些做法是错误

的，正确的做法是进行影像学检查、胃镜检

查、内镜下食管异物取出术……”4 月 29 日

下午，市中医院天峰街院区多功能会议室热

闹非凡，消化内科护士唐扬妙语连珠地演讲

着《如何正确处理食管异物》，借用 PPT 图文

并茂地向观众传达了如何科学处理突发情

况。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医院第二届科普演

讲比赛，22 名来自消化内科、骨科、儿科、妇

科、产科、急诊科、心肺病科等 19 个科室的

护理人员参加比赛。

市中医院副院长陶春潮在致辞中介绍，

本次大赛以“宣传主力军，科普好声音”为主

题，旨在激发大家科普创作源头活水，提高

广大护理人员积极参与健康科普创作和传

播的热情，促进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

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及普及，从而更好服务

广大民众。

参赛选手们从合理膳食、中医养生、传

染病防控知识、科学母乳喂养等不同角度，

对健康的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

行为、基本技能等内容进行了精彩的诠释。

他们结合工作岗位和自身经历，以饱满的热

情、良好的状态、端庄的仪表、诚挚的语言、

动人的实力，分别做了精彩的演讲。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消化科唐扬获得第一

名，心肺病科胡晨曦、产科廖玲获得第二名，

急诊科刘文、骨二科邓茜、内分泌科李荣瑶

获得第三名。

在观众的阵阵掌声中，演讲比赛圆满

结束。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何元军观看全程

比赛后，对本次比赛做了点评。他表示，本

次比赛在护理部的精心组织下，井井有条，

选手们充分准备，PPT 制作更精美、形式更

加多样化，选题广泛，体现中医特色，体现医

院特色。健康科普工作是所有医护人员的

责任，他希望，所有职工不仅局限于演讲比

赛，还要将成果科普到社区、到学校、到机

关，与“中医药六进”“中医大讲堂”结合起

来，把公众即关注又陌生的知识，以通俗的

话语讲出来，帮助大家认识、了解、掌握科学

的健康观，这也是作为医院任重而道远的责

任和工作。 （周雪梅）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选址：圣莲岛东侧暂闲置文化

设施用地约 150 亩；如因配套文化旅游活动需
要，经招商人同意可另行择地使用。

（二）项目规模：预计投入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

（三）项目内容：建设以郁金香、百合等为
核心主题的四季花海及相关文旅配套业态。

二、建设模式
招引企业投资建设，企业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招商人提供地块、负责外围安保及交通
秩序，并按照先企业、后政府顺序收回成本，
按照利润 10%作为场地租用费。

三、项目实施年限
暂定 2019 年 5 月至 2023 年 6 月（每年花海

展出时间不少于 10 个月）。
四、招商条件
（一）企业资质要求
1、投资人须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法人（或其
他组织），亦许可组成联合体报名。

2、投资人（或联合体中之一）应为注册资
本不少于 5000 万元的上市企业。

3、专营花卉，产品齐全，具有花卉自营进
出口权。

4、团队经验丰富，经营规范，具备招徕旅
行社能力。

5、花海营建经验丰富，与国内景区合作
经营不少于 20 个成功案例。

（二）履约担保
投资人须在审查比选通过次日起 5 个工

作日缴纳履约保证金 100 万元，并与招商人签
订项目建设管理合同。

（三）合同主要条款
1、项目进度

（1）投资人必须在签订合同之日起 1 个月
内完成项目规划方案审定。

（2）投资人须于规划方案通过之日起 2 个
月内完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3）投资人必须在 2019 年 8 月底前完成
花海景观建设及其配套投入，9 月 1 日起正常
运营。

2、招商人权利义务
（1）提供花海建设地块、必要的停车场地

及门票售卖处；
（2）负责外围交通组织及安保秩序；
（3）审定项目建设管理方案；
（4）管理项目收入、监管项目支出；
（5）按投资人竞争性比选承诺参与利润

分成。
3、投资人权利义务
（1）负责花海项目项目手续审批，项目资

金投入；
（2）负责项目规划、设计、种植养护，种球

供应，配备技术人员，土壤改良等；
（3）负责项目核心区内的安全、卫生、围

栏制作；
（4）负责旅行社组织，线上线下、主流媒

体、新媒体的推广等；
（5）接受招商人管理。
4、退出机制
（1）因规划调整、招商落地等原因招商人

需使用地块，投资人须无条件退出，招商人不
承担赔偿、补偿责任。

（2）投资人未按照项目进度要求实施的，
须无条件退出，招商人没收履约保证金。

五、报名及资料提交
投资人应本公告登报之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10 日 17:00 之前到招商人处进行报名登
记，同时提供如下资料：

1、投资人简介（企业基本情况、股权结
构、主要业绩、详细联系方式）；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鲜章）；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
鲜章）。

4、联合投资经营的，提供联合投资经营
协议及相关证明资料。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825）2662006 15882540545
六、投资人确定
招商人于报名登记截止 3 日内进行资格

审查，并在 5 个工作日内组织符合条件的意向
投资人进行竞争性谈判确定投资人。

遂宁市船山区观音湖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遂宁市天泰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5 日

遂宁市船山区观音湖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遂宁市天泰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圣莲岛花海项目招商公告
市中医院举行第二届科普演讲比赛

传递健康知识 提升全民健康素质

广告

行动现场
一个菜市场3处非法行医

“你们这种行为属于非法行医，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我们要对你的摊点进行取

缔，请你们配合。”4 月 23 日一大早，在经

开区新桥镇菜市场，船山区卫生监督执法

大队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城管等部

门的执法人员展开专项行动，对非法行医

行为展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兵分多路，

在菜市场内就发现了 3 处非法行医摊点，

没收非法行医工具，3 处摊点也被取缔。

“由于经开区没有打击非法行医的相

应部门，所以新桥镇的非法行医也是我们

负责。”船山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副大队

长李寒雯介绍，由于乡镇的正规口腔医生

相对缺乏，所以乡镇非法行医的类别主要

集中在口腔科方面。

李寒雯表示，除了经开区新桥镇，船山

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还联合船山区公安

分局、船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

网友提到的永兴镇、桂花镇采取了专项行

动。据统计，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30

余人次，在新桥镇、桂花镇、永兴镇共发现

10 个非法行医摊点，其中 6 个被取缔，4 个

被驱离。

举一反三
船山区各乡镇打击非法行医

据了解，活动结束后，船山区卫生监督

执法大队还向船山区各乡镇卫计办制发

了《关于加强打击乡镇集市游医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乡镇卫计办在当地党委政府

领导下，立即组织卫生监督协管员联合辖

区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城管等部门定

期对集市游医摆摊非法行医情况开展日

常巡查并驱离，同时加大非法行医危害宣

传，引导群众正确就医。

《关于加强打击乡镇集市游医工作的

通知》下发后，船山区各乡镇卫计办在当

地党委政府领导下，立即组织卫生监督协

管员联合辖区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城

管等部门对集市游医摆摊非法行医情况

开展日常巡查，并对发现的 12 个非法行医

摊点进行了驱离。

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近年

来，市卫健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组

织市本级及船山区不断开展打击非法行

医活动。为形成社会共治，市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提醒，市民发现非法行医线索，可

以拨打 12320 热线及 2372187（市本级）、

2638949（船山区）进行举报投诉，卫健部门

将第一时间查处。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市卫健委值守今年第二期“聚焦民生·热线问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追踪

船山区多部门联合执法

22个非法行医摊点被取缔、驱离

定制客运线路升级
“公车公营”来了

记者从市运管处获悉，去年全省首条

官方批准的定制客运线路——射洪到绵阳

的定制客运开行、今年 1 月 1 日遂宁到射洪

定制客运开行，通过经营实践证明，两条定

制客运运行正常，发展势头良好，安全保障

到位，服务质量到位，实现了道路运输“安

全、方便、快捷、舒适”的目标，旅客认可度较

好，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经营效益。今

年以来，遂宁富临运业有限公司顺应客运市

场的发展规律，以传统道路客运转型为契

机，着手对遂宁—大英定制客运专线实行

“公车公营”模式运营管理，力求从乘客需求

出发，打造“用真心，送真情”公车公营优质

品牌市县定制客运线路，进一步为广大乘

客提供安全、舒适、快捷的运输服务。

市运管处副处长刘永志介绍，目前，我

市各县区之间的客运车辆都是合股承包经

营状态，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精细化的管

理、标准化的经营，不能为乘客提供满意的

出行服务，而对客运线路实行“公车公营”

模式便能弥补这些不足。

“遂宁至大英定制客运是我市首条以

‘公车公营’模式运营的定制客运，‘公车公

营’最大的优势和特征就是运输企业对驾驶

员和车辆的管、用、修理等方面有经营主动

权。”刘永志称，其运营管理模式既有利于发

挥富临运业的技术、管理优势，增收挖潜，提

高经济效益、服务水平，也能保障行业稳定

与健康发展、发挥定制客运线路品牌效应。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中。”遂宁

富临运业有限公司大英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伍文彬说，在运营遂宁至大英定制客运专

线方面，该公司投入了 22 辆 7 座商务客运

车辆，通过招聘录取的 25 驾驶员正在接受

上岗前的安全技能培训和服务培训。

5月10日正式上线
接受网约和电话预约

同射洪至绵阳、遂宁至射洪定制客运

一样，遂宁到大英的定制客运依然是依托

互联网技术，通过“天府行”手机 APP、拨打

4000285151 电话等在线服务方式，为旅客

提供便捷出行服务。

据伍文彬介绍，遂宁至大英定制客运

定于 5 月 10 日正式开行，单向运价为 25
元，运行路线为市城区途径遂宁至大英快

捷通道至大英县城。届时，天府行还将推

出优惠举措：5 月 10 日—5 月 24 日，针对首

次在天府行 APP 下单网约的旅客将享受 9
元的优惠票价，而后期，天府行还将推出其

它优惠活动。

“遂宁至大英定制客运全部采取上门

接送服务，早上 6:30——晚上 21:00 滚动发

车，旅客手机下单或电话预约即有专车上

门接送，每单等待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车

上还配有矿泉水、纸巾、充电器。”刘永志表

示，对于定制客运的车辆和司机以及保险，

运管部门设立了严格的“门槛”，比如：定制

客运车辆里必须安装 4G 车载视频管控系

统，车内安装三个摄像头，分别监控行驶线

路、驾驶员情况、旅客乘坐情况等，最大程

度保证乘客安全。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遂宁至大英定制客运5月10日开跑

我市“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取得阶段
性成效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 528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今年以来，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结合“春雷行动 2019”，持续展开“保健”

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截至目

前，全市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528 件，案值

1142.7 万元，罚没金额 213.89 万元。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行动中，我市形成政府主

导、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26 个部门共同参与的

工作格局。期间，各县（区）、园区政府分管领导及

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形成强大整治

合力，并严格对照考评细则要求，对表调标及时跟

进，把每项工作任务层层压紧压实。截至目前，全

市 共 立 案 查 处 各 类 违 法 违 规 案 件 528 件 ，案 值

1142.7 万元，罚没金额 213.89 万元。其中罚没金额 1
万元至 5 万元的案件 14 件；罚没金额 5 万元至 10 万

元的案件 3 件；罚没金额 10 万元至 50 万元的案件 4
件；罚没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案件 1 件。查处食品流

通案件 125 件，占总案件数的 23.67%；查处商标侵权

案件 76 件，占总案件数的 14.4%；查处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行为案件 75 件，占总案件数的 14.2%；查处违法

广告、虚假宣传及组织虚假宣传行为案件 37 件，占

总案件数的 7.01%；查处其他涉及市场治乱案件 35
件，占总案件数的 6.63%。

与此同时，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按照省局

的总体安排和部署，紧扣“亮剑市场监管，护航经济

发展”的行动主题，做到举一反三，并从整治“保健”

市场乱象、强化食品安全、强化药品安全、强化质量

安全、强化市场治乱等五个方面全面“开花”，维护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强化

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权威，夯实了“春雷行动”良

好的品牌形象。

盾春雷行动2019红红

民生关注关注

4 月 17 日，由市效能办、市

热线办、遂宁日报社联合主办

的 2019 年第二期“聚焦民生·
热线问政”——局长（主任）值

守热线活动举行，市卫健委值

守。

活动现场，有网友反映船山

区桂花镇、永兴镇以及经开区

新桥镇场镇上存在小商贩非法

行医的现象。活动结束后，船

山区卫生监督执法大队立即联

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

乡镇卫计办及卫生监督协管等

单位对永兴镇、桂花镇、新桥镇

采取专项行动，共发现 10 个非

法行医摊点，其中 6个被取缔，4
个被驱离。同时，船山区其它

乡镇卫计办也立即行动，开展

日常巡查，并对发现的 12 个非

法行医摊点进行了驱离。

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高速发

展，全市的交通发展日新月异，

道路交通运输需求快速倍增，为

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传

统客运亟待谋求多元化的道路

旅客运输融合发展模式。

去年全省首条官方批准的定

制客运线路——射洪到绵阳的

定制客运开行、今年 1 月 1 日遂

宁到射洪定制客运开行后，我市

传 统 客 运 转 型 之 路 进 行 再 探

索。近日，记者从市运管处获

悉，5 月 10 日，作为我市首条以

“公车公营”模式运营的定制客

运——遂宁至大英定制客运将

正式上线，为市民提供安全、便

捷、舒心的出行服务。

执法现场

（上接 01 版）“通过优化完善‘快进’‘慢游’的

旅游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将进一步发挥道路对景区

人气的聚集作用和对乡村旅游的带动作用，推动农

村公路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蓬溪县文旅局局长

张光照表示，农环线打造将一改公路完成旅客运输

的单一功能，从而转向丰富游客出行体验、由服务

单一‘景点旅游’向服务‘全域旅游’转变，实现交通

运输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串联新村 实现产村相融发展
沿着这条农环线行驶 57 公里，来到了常乐镇拱

市村。这里已是全国美丽新村，从高处俯瞰，一条

条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点缀其中，地涌金莲

开得正盛，拱市村散发出现代新农村的独特魅力。

从穷乡僻壤到幸福乡村，拱市村的村民深刻体

会到了“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依托便捷的交通

优势，拱市村大力发展千叶佛莲产业，以花为媒，举

办了千叶佛莲文化节和乡村旅游节，村民的收入大

幅增加，年纯收入达到 18092 元，从“三年两不收”的

贫困村变为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处在农环线中部的明月镇中河咀村，水泥路遍

布田间地头，直达村民房前屋后，便捷的交通吸引了

昊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入驻。目前，成片的柑橘

林遍布村里，养殖产业也做得有声有色。村民将土

地流转分红并在基地务工挣钱，获得了多项持续稳

定的收入。曾经的贫困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农业产业环线犹如一条条毛细血管遍布

山野，将一个个美丽乡村连接起来，交通+产业+扶

贫+新村+旅游“五位一体”路域特色文化的产业路、

致富路、景观路、样板路遍布蓬溪的每个角落，勾勒

出了一幅道路通、环境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画

卷。 （全媒体记者 黄祎然）

蓬溪农环线串起致富“满天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