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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大家谈

法治遂宁

一、规划项目名称和规划概况
规划项目名称：中国红海生态旅游度

假区总体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

规划范围：中国红海生态旅游度假区

位于四川遂宁市蓬溪县城南郊，北至任家

桥村、南至高速公路出入口、东至燕桥村、

西至曾家店村，占地面积 8 平方公里。

规划建设内容：根据总体结构和功能

布局，本次规划范围内重点建设内容包括

古镇题材区、宗祠文化题材区、康养题材

区、乡村题材区、酒文化题材区、爱情文化

题材区六大区域。

本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要求，需要进行规划区的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调查规划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查清规划区域现有环境问题，预测项目实施

环境影响、分析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提出规划

方案优化调整以及减缓环境影响的措施与建

议。建设单位应切实落实本评价报告所提的

各项环保措施和对策，避免各种不利影响，在

充分保证环保设施的资金投入和正常运转的

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考虑本项目是可行的。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
质报告书的方式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www.

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可以通过电话联系建

设单位或前往建设地址查看。

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将为公众提供相

关资料查询，环评报告简本查询服务。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污染防

治措施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提出对项

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及建

议，但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 年 6 月 13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四川红海生态农业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宝梵

镇华山村四社

联 系 人：李丽娟

联系电话：13778701403
联系邮箱：156468388@qq.com
四川红海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3日

出生于 1985 年的覃馨熠，是市公安局
安居公安分局西眉派出所一名内勤民警。
去年，省委、省政府召开省综合帮扶凉山州
打赢脱贫攻坚战动员大会后，她响应号召报
名，投身大凉山开展扶贫工作，任凉山州越
西县越城镇沙沙普村四治专员。

援彝驻村以来，覃馨熠与沙沙普村另外
三名驻村队员共同协助沙沙普村提前一年
顺利通过了州脱贫验收考核组的脱贫摘帽
迎检。同时，“四治”工作和村镇级各项软
件资料方面在年末全县考核排名中首次从
后位跃升前茅。她被市公安局记个人三等
功一次。

用脚步丈量扶贫路

2018 年 6 月 30 日，覃馨熠准时到越西县

越城镇沙沙普村报到，当地的村干部们第一

次看到覃馨熠，第一印象觉得这位瘦弱的小

女生，浑身却透着一股子精神气。

刚到书沙沙普村，自然环境恶劣、物资

匮乏、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的现状都让覃馨

熠很不适应。语言不通、道路难行是她需要

克服的困难。覃馨熠住在越城镇，每天从镇

上步行到村里。由于道路泥泞、坡度大，海

拔高，走不了多远就会出现心跳加速、满身

大汗、疲惫不堪的情况，短短 10 多公里的路

程往往需要将近 2 个多小时才能走完。

由于村上没有可供吃饭的地方，也没有

小卖部。覃馨熠的背包里，除了驻村日记以

外，还长期准备着饼干、方便面等干粮。

“刚入村走访的时候，村民多是老人，汉

语水平普通较差，连续几天都没有和村民们

说上一句话。”覃馨熠对此深有体会。因为

语言障碍，不能和当地老百姓直接对话，只

能通过当地乡、村干部转述，往往造成帮扶

干部不能准确掌握当地乡土民情、具体致贫

原因的现实难题，对帮扶工作的开展也造成

了极大阻碍。

“上学的小孩会说彝语也会说汉语。”覃

馨熠驻村不久，就发现了这个小“诀窍”，此

后她每次采购物资的时候就会特意买一些

小朋友喜欢的零食，每次下乡走访的时候就

会特意拿一些分享给小朋友，渐渐地村里的

孩子就成了她的彝语老师兼“翻译官”，现在

她也能说上几句地道的彝语。

清除村民致贫的毒瘤

援彝驻村以来，覃馨熠通过走访调查发

现，吸毒和艾滋病是导致当地彝族村民陷入

贫困的主要原因。她立足四治专员本职，与

本村 3 名省派综合帮扶队员和另外两个贫

困村“四治专员”形成合力，协同作战。

覃馨熠与在册吸毒人员谈话 17 人次，

并将 2 名尿检呈阳性人员移送派出所；协助

完成社戒社康 8 人次。同时，对全村 13 名在

册 HIV 感染者逐一进行了专项入户走访。

不仅如此，覃馨熠还主动负责了一户吸

毒+HIV 贫困户的定点帮扶工作。在禁毒防

艾工作上，她还有针对地举办了两期禁毒宣

教员的培训，沙沙普村成立了全县第一支禁

毒防艾宣教队伍，为今后的禁毒防艾宣传工

作注入新鲜血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覃馨熠和全村所

有村职干部、帮扶队员的共同努力下，2018
年底，沙沙普村顺利禁毒摘帽，各类专归资

料标准建立健全，补齐村级软件短板制约。

目前，吸贩毒新增和 HIV 感染者新增为零，

确保了全村提前一年顺利脱贫。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彝族村民对覃

馨熠格外的亲热，都把她当成亲人一般对

待。当地一名村干部说覃馨熠像索玛花一

样漂亮。

索玛花即是彝族人的族花，每年开春漫

山遍野的杜鹃花就竞相盛开，成片成簇，红

得似火，娇艳欲滴。彝族人非常喜爱索玛

花，并把它视为吉祥花，花开在哪幸福就在

哪。

覃馨熠，扎根在大凉山深处，就像索玛

花绽放在扶贫路上，格外娇艳夺目！

（全媒体记者 向晟）
经开公安分局
举行赃物返还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6 月 11 日，

经开公安分局举行了赃物返还大会，现场集中

向受害人返还了被盗汽车 2 辆、5 万元现金（支

票）、及部分摩托车、电瓶车、手机等物品。通

过举行赃物返还大会，进一步震慑了犯罪份子

嚣张气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今年以来，经开公安分局共破获各类侵财

案件 283 件，其中抢劫案 8 起，抢夺案件 1 起，盗

窃案 150 起，诈骗案 17 起，打掉抢劫团伙 2 个，

盗窃团伙 4 个，破获系列案 4 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90 人，追回被盗汽车 2 辆，摩托车 15 辆、电瓶

车 12 辆，手机 16 部，被盗现金 20 余万余元，为

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70 万余元。下一步，经开

公安分局将继续保持对“盗抢骗”案件的高压态

势，始终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多发性侵财案

件的侦办作为一项“民生”工作来抓，最大限度

地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以实际行动践行“人

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进一步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6 月 11 日

上午，2019 年全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在市

城区裕丰园广场正式启动。市卫健委副主

任李友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市卫健委调研

员蒋玲主持仪式，船山区卫健局和园区社事

局相关负责人、市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市第

一人民医院和第三人民医院的医务志愿者，

以及市城区老年群众近 500 人参加活动。

今年 6 月 10 日至 16 日，是全国第一个

老年健康宣传周。全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活

动以“懂健康知识，做健康老人”为主题，贯

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推动社会

健康老龄化。截至 2018 年底，我市 60 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 78.77 万，已超过全国和全省

平均水平。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

爱老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力推进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是实施健康老龄化的

重要举措。”李友军介绍，市卫健委将立足老

年健康服务需求，将老龄健康工作纳入全市

健康服务业总盘子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

着力医养结合和老年病防治等工作，大力推

进了我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让老年人

享受到更好的健康服务。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免费为市民义诊、

发送老年健康知识手册、开展专题讲座。老

年健康宣传周期间，我市将围绕“懂健康知

识，做健康老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健康讲座、义诊和上门服务等活动。

重点加强关于老年健康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老年健康知识、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等宣传，

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老年人健康管

理等相结合，调动全社会参与老年健康服务

的积极性，营造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

会环境，促进老年人形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

方式，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联村卫生室解决群众就医难

船山区桂花镇金井村曾经是贫困村，

空心化、老龄化严重。尽管村上有卫生室，

但是由于村医收入没有保障，导致卫生室形

同虚设，群众生个小病也只能跑远路。金井

村并不是个例。市卫健委经过深入调研后，

提出了建设联村卫生室的思路。

船山区金井村联村示范卫生室负责

人介绍，村卫生室整合了附近村医生力量

的同时从中心卫生院选派了部分专业的

医务人员充实村卫生室队伍。村卫生室

还按照小型卫生院的标准配备了一些诊

断治疗和康复的设施设备，确保小病不出

村的这种需要。

在 金 井 联 村 卫 生 室 ，有 82 张 床 位 ，

CT、彩超等设备俱全，具有中医理疗、留院

观察、健康教育、常规检查等功能。据了

解，我市计划建设 30 个“联村卫生室”，目

前已开诊 20 个，初步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治疗在当地”的目标。

医联体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以城带乡、城乡共建是城乡医疗卫生

均衡发展的重要方面。我市通过建立城

乡医联体，发挥市级医院的优势，选定高

速直达、具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卫生院作

为“分院”，直接衔接城市优质医疗资源，

开辟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通过建设“责任

共同体、服务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管理共

同体”，推进“分院”标准化建设，促使城市

医 疗 机 构 带 动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向 农 村 延

伸。目前，我市医联体制度框架基本搭

建，三级公立医院和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全

部参与到医联体建设，到 2020 年，我市将

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体系。

大数据中心消除“信息壁垒”

为打通城乡医疗卫生“信息孤岛”，

2018 年 4 月，我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

建立健康医疗大数据遂宁研究中心，对全

市各医疗机构数据进行整合，逐步建立遂

宁健康大数据中心、生物样本资源库、全

基因组数据资源库以及全人群健康档案

与电子病例数据库。

据了解，健康医疗大数据目前整合了

全市 3753 家医疗机构的健康医疗数据信

息，逐步消除了市、县、乡、村多级医院间

“信息壁垒”，促进城乡医疗资源互补发

展。 （全媒体记者 黄尧）

水痘预防应把握这些重点

日前，记者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获

悉，夏季属于水痘高发季节。在此，市第一

人民医院儿科医生提醒广大市民，注射水

痘疫苗大部分会获得较长时间的免疫、不

会得水痘，但是也还有 10%—30%的儿童不

能完全免疫。

如果市民发现孩子在发烧的同时出疹

子，或者发烧 1－2 天后开始出疹子，疹子一

般先见于身上、头部、逐渐延及脸上，最后到

达脚杆手杆，这些症状表明孩子极有可能感

染了水痘，市民就应及时带孩子就诊。

预防水痘，市民应做到勤洗手，以免传

染病交叉感染。要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

内环境整洁。疾病流行期间健康儿童应尽

量不到公共娱乐场所去玩。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医生提醒，如果

孩子已经得了水痘，家长不要惊慌失措，只

要严格按照医嘱治疗，孩子便可很快恢复

健康。

（全媒体记者 黄尧）

市第三医院与老池乡卫生院
共建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6 月 6 日，市第

三人民医院与老池乡卫生院共建医疗卫生服务

共同体签约、授牌仪式在船山区老池乡卫生院

内举行。

活动当天，市第三人民医院为老池乡卫生

院授牌，除了医共体的授牌，遂宁市第三人民医

院组织内科、骨伤科、妇产科、外科等医疗骨干

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义诊服务，为当地村医做

了妇产科、儿科常见疾病的培训。

禁（控）烟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走进河东机关事业单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近日，由市健

康教育所组织开展的控烟禁烟健康科普知识讲

座走进河东机关事业单位。活动邀请了市中心

医院呼吸中心主任何正光就"无烟生活，健康遂

宁 "主题进行了控烟专题健康科普知识宣讲。

为广大职工干部宣科普无烟健康生活知识，推

进禁烟工作深入开展。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之一，吸烟对我国人民群众健康影响特别严重

．我国吸烟人群已达 3.5 亿，被动吸烟的人超过 7
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 100 万。

吸烟危害健康已成为大量的科学研究所证实。

遂宁法院
“法官讲堂”正式开讲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6 月 12 日，

遂宁法院“法官讲堂”启动仪式在遂宁高新区举

行。启动仪式结束后，在“法官讲堂”第一讲

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岳文

针对涉企业案件以案说法，并为参会企业负责

人解疑答惑。

据悉，“法官讲堂”一方面着力于提升法官

的业务能力和司法水平，另一方面是法官送法

上门，践行“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的审判

理念。同时，为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司法需求，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主动作为，把“法

官讲堂”送进企业、搬进学校、融进群众心里，

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定期按计划举行民生关切的

热点、难点法律实务讲堂，不限形式，可课堂讲

课、可视频授课、可设法官咨询工作站等；不设

门槛，只要对授课内容感兴趣，都欢迎来旁听授

课。下一步，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将适时发布涉

企典型案例，让企业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形

成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着力为我市创建绿色

经济强市，营造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三伏贴预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尧）12 日，记者从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获悉，该院就已经正式启

动今年的“三伏贴”预约。今年“三伏贴”共贴

三次，分别是 7 月 12 日、7 月 22 日和 8 月 11 日当

日。

市第一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康复科）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疾病急性发作期、发烧、咽

喉发炎、不会表达的小婴儿、孕妇、肺结核患

者、严重心肺功能不足者、心脏病患者、阴虚火

旺体质者、皮肤容易过敏者，糖尿病患者慎用三

伏贴。

我市多举措提升基层群众就医获得感
为破解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短缺、农村群众看病难的问

题，近年来，我市探索建立城乡医疗卫生均衡发展新机制，
通过建设联村卫生室、城乡医联体、健康大数据等举措，有
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城市医疗机构向农村下沉，提升了群
众的就医获得感。

我市启动2019年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

关注老龄健康 让老年人享受更好服务

四川红海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登报公示

广告

扶贫路上绽放的“索玛花”
——记市公安局安居公安分局援彝民警覃馨熠

覃覃馨熠走访贫困群众馨熠走访贫困群众

法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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