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姐

（接上期）4.可卡因

化学名称：又称苯甲酰甲基芽子碱、甲基苯甲酰爱冈

宁、古柯碱，是一种从古柯树叶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

英文名称：Cocaine

物理性质：可卡因纯品（即可卡因碱）为无色或白色薄片

晶体或粉末，味苦而麻，有辣痛和麻痹感。常见的可卡因盐

类主要有盐酸可卡因和硫酸可卡因。盐酸可卡因为无色晶

体或白色结晶性粉末，味苦，置舌尖上能引起麻木感。

滥用方式：鼻吸、烫吸、静脉注射

毒性及中毒症状：过量吸食可卡因会引起震颤、眩晕、

肌肉痉挛、激动不安、被迫害感、头痛、出冷汗、面色苍白、

脉搏微弱且急促、恶心、呕吐、昏迷等不良反应。长期吸食

可卡因，会引起紧张、兴奋、极度激动不安、敏感度加强、情

绪波动、无法入睡、性无能、反射作用加强、食欲减退、精神

紊乱、筋疲力尽。大剂量服用可卡因则会抑制心肌而引起

心力衰竭，并严重抑制脑部的呼吸中枢，导致精神错乱、呼

吸浅急及不规律、抽搐、惊厥和失去知觉，进而引致死亡。

滥用症状：可卡因是一种强效的中枢神经兴奋剂，通

常表现为产生欣快感、情绪高涨、思维活跃、好动、健谈

或作个人静思、食欲减弱、睡眠需要不迫切、延迟身心疲

劳感觉、强烈的自信心和驾驭感觉、迅速完成一些简单的

动作。 （未完待续）

（接上期）
29.商场、超市
在显著位置展示行业规范和不少于 5 处公益广告（其

中包括不少于 1 处诚信主题公益广告）。从业人员文明用

语、礼貌待人、规范服务。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

出问题，无庸懒散拖现象。办公场所无生活化现象。无争

吵谩骂、使用低俗语言现象。无乱扔杂物现象。无随地吐

痰现象。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无不文明养宠现象。无

躺卧公共座椅现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无占

用、堵塞、封闭现象。有明显禁烟标识。非吸烟区没有吸

烟现象。设有轮椅通道、扶手或缘石坡道等无障碍设施，

管理、使用情况良好。设有无障碍卫生间，设有母婴室，管

理、使用情况良好。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垃圾清运及时、分

类收集。无违章停车（机动车、非机动车）现象。无停车乱

收费现象。无占道经营现象。无小广告乱张贴现象。无

流浪乞讨人员滋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现象。公共卫生间

保洁及时，无明显异味。无城管人员粗暴野蛮执法现象。

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无过期、变质、伪劣食品。有高

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有志愿服务站，开展咨询、文明引导

劝导、扶弱助残等服务。

30.农贸（集贸）市场
在显著位置展示不少于 5 处公益广告（其中包括不少

于 1 处诚信主题公益广告）。从业人员文明用语、礼貌待

人、规范服务。无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突出问题，无

庸懒散拖现象。办公场所无生活化现象。无争吵谩骂、使

用低俗语言现象。无乱扔杂物、车窗抛物现象。无随地吐

痰现象。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无不文明养宠现象。无

躺卧公共座椅现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无占

用、堵塞、封闭现象。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垃圾清运及时、

分类收集。无违章停车（机动车、非机动车）现象。无停车

乱收费现象。无占道经营现象。无小广告乱张贴现象。

无流浪乞讨人员滋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现象。公共卫生

间保洁及时，无明显异味。无城管人员粗暴野蛮执法现

象。有符合标准的消防设施。无过期、变质、伪劣食品。

31.马路市场、流动摊贩
城市管理部门在不影响正常交通情况下划定区域，商

贩在划定区域内规范经营。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垃圾清运

及时。

32.建成区之外、属于市辖区范围的乡镇、街道、行政
村、社区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垃圾清运及时、分类收集。无违

章停车（机动车、非机动车）现象。无占道经营现象。无小

广告乱张贴现象。

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公共卫生间保洁及时，无明

显异味。主要街道每隔 200 米至少有 1 处能够看到公益

广 告 。 无 垃 圾 堆 积 、环 境 脏 乱 、道 路 坑 洼 。 无 争 吵 谩

骂、使用低俗语言现象。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现象。

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村居内无旱厕。

33.建成区到乡镇的公路（河道）沿线
无明显垃圾堆积、环境脏乱、道路坑洼、面源污染现象。

34.建成区内的河湖
无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现象。

35.城乡结合部
无争吵谩骂、使用低俗语言现象。无乱扔杂物、车窗

抛物现象。

无随地吐痰现象。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无不文明

养宠现象。无躺卧公共座椅现象。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垃

圾清运及时、分类收集。无违章停车（机动车、非机动车）

现象。无停车乱收费现象。

无占道经营现象。无小广告乱张贴现象。无流浪乞

讨人员滋扰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现象。公共卫生间保洁及

时，无明显异味。

无城管人员粗暴野蛮执法现象。

36.劳动者维权电话、消费者投诉电话、问题药品举报
电话

查验热线接通与服务情况。

37.建筑工地围挡
公益广告展示面积不少于建筑工地围挡墙体面积的

30%。公益广告有统一规划设计，内容、色调与周围的城

市景观风貌相融合。

有与城市历史文化相承接、与市民接受方式和欣赏习

惯相契合的自创公益广告作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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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近日，大

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对永逸广场、西

转盘、饮食文化城、死海风情街、商业长廊

等区域的夜市大排档及娱乐场所开展食品

安全突击检查，规范夜市及娱乐场所食品

经营行为，保障夏季食品安全。

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按事前制定的

方案分为 6 个小组，每个小组按照划分的

范围，对区域内的烧烤摊、夜啤酒、KTV、

酒吧进行全面摸排。重点对经营主体的

经营资格、加工条件、进货查验、有无不合

格食品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食品安全设施差、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

患的食品经营单位，检查组责令其立即进

行整改。

此次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 25 人次，

执法车辆 7 车次，检查夜市小烧烤摊 18 家

次，KTV 等娱乐场所 17 家次，其中排查安全

隐患 11 处，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3 份，立

案调查 7 起。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成红月） 6 月

24、25 日，通仙派出所联合通仙乡司法

所开展了以“黑恶必扫，除恶务尽”为主

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宣传活

动。

为让宣传活动取得实际效果，通仙派

出所与乡司法所提前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制定了工作方案，对 2019 年“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安排和任务分解，成

立了长期性的宣传工作小组，并就如何开

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进行

了探讨。

6 月 24、25 日，宣传小组分别在通仙

乡高峰场、交通街农商银行门口搭建临时

宣传点，通过悬挂自制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和浅显易懂的讲解等方式，面对面的向

广大赶集群众积极讲解“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对社会和人民的重大意义，详细的解

读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应知应会相

关知识，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投入到“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积极检举揭发村

霸、乡霸、保护伞等黑恶势力。

此次宣传活动共出动警力 6 人、司法

所工作人员 4 人，悬挂横幅 2 幅，发放宣传

资料 1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40 余次，虽

然宣传时天空下着雨，但宣传小组和广大

群众依然热情参与。通过宣传活动，使广

大群众对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意义和现实作用有了深刻认识，取得了

良好的宣传效果。

县机保局职业年金
征收基本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王勇 代洋 全媒体记者 成红
月）今年以来，县机保局认真贯彻落实上

级关于职业年金制度实施工作决策部署，

强化政策宣传，抓好协调沟通，扎实推进

全县职业年金征收工作。截止目前，共征

收职业年金 1047 万元，基本实现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目标。

县机保局通过 QQ 群、印发宣传资料和

到参保单位宣传等方式宣传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关政策，让参保单

位及职工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重要意义、特别是养老金计发办法有

较深认识，提高他们参保缴费意识。同

时，积极与部分欠费较多单位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沟通，讲明按期缴费的重要性以

及欠缴费的后果，促使其尽早安排缴费。

不仅如此，该局还不定期对参保单位缴费

基数和缴费情况进行分析，对缴费基数异

常的进行提醒，必要的将开展稽核，对未

按期缴费的开展常规催缴。并通过党政

网通报参保单位缴费情况，同时要求欠费

单位尽快缴费。

县公安局特警大队联合高速交警

开展“利剑”专项行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日，特警大队

联合高速公安五分局一大队在沪蓉高速公路遂宁

服务区联合开展“利剑”治安秩序专项行动。

在高速交警的配合下，特警大队坚持“三必查”

工作原则，积极开展车辆查缉和人员盘查，加大违

法行为打击力度，形成高压态势。据特警大队负

责人介绍，下一步，两部门还将继续保持工作联

系，定期开展联合治安防控和整治行动。并将适

时开展夜间巡防和整治，严厉打击在高速公路范

围内的违法犯罪活动，严查“盗、抢、骗”等违法犯

罪活动嫌疑人，切实维护辖区良好秩序、切实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增强过往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

河边镇

开展安全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近日，河边镇安全

办联合派出所、民政办、卫生院在养老院开展安全

应急演练活动。

在活动演练现场，派出所工作人员向养老院工

作人员和老人们详细解说消防设施器材的使用、自

防自救、火灾报警、避险逃生的实际操作步骤和注

意事项等。随后工作人员在空地上点燃柴堆，由派

出所工作人员示范后，养老院工作人员和部分行动

力稍强的老人在安全办人员的指点下进行现场实

践，并针对如何在初期火灾中开展扑救、火场自救

逃生知识进行详细讲解。随后卫生院对紧急抢救

措施向养老院工作人员、老人进行了一个实际操作

讲解，在现场活动中充分提高老人们的应急抢救、

安全意识。

最后组织开展综合消防逃生演练，敬老院工作

人员、老人在各自房间，听到警报之后立即出动维

持秩序，老人们按照指定路线，在工作人员的搀扶

下安全有序地进行紧急疏散，撤离到指定安全地

点。整个演练，无人员出现摔倒或碰伤的情况，达

到了预期效果。

此次安全演练的顺利完成，大大增强了河边镇

养老院员工与老人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技能，为

确保全镇安全防控持续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徐华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近期，县人民医院眼科专家组一行 6 人先

后到象山镇卫生院、河边中心卫生院、玉

峰中心卫生院、卓筒井镇卫生院进行免费

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筛查活动。

筛查现场，专家们耐心地询问患者病

史和症状，根据病情进行视力测试、眼底

检查、血压测量、血糖测量等检查，并提出

相应的治疗意见。本次活动发放白内障

基本常识、白内障预防及日常注意事项等

相关知识宣传手册 1500 余份，共筛查白

内障疑似患者 275 人，初筛合格 65 人。眼

科专家将对筛查出的初筛合格白内障患

者进一步审查病情，对确定纳入复明手术

项目的患者再进行电话通知，以便实施后

期手术工作。

据悉，活动旨在扎实做好“四川省 2019
年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项目”工

作，加大对贫困白内障患者的救助力度，确

保低收入群众白内障患者能做上复明手

术，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深受群众好评。

大英开展夜市
食品安全突击检查

县公安局通仙派出所

开展“扫黑除恶”主题宣传活动

县人民医院开展免费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