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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老旧小区环境问题强力推进
为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市民健康

和人身安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营

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川

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遂宁市城

市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

实际，现就加强市城区犬只管理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市城区（含船山区、遂宁经开

区、市河东新区、遂宁高新区）犬类限

养区（以下简称“限养区”）包括城市

（城镇）、近郊区、工矿区、游览区、港

口、码头、车站等。

二、城市建成区内，禁止饲养烈性

犬只和大型犬只。限养区内机关、科

研单位、工厂、仓库等确需饲养守护

犬、科研犬、演艺犬等犬类的，犬只类

别不予限制，但须报辖区派出所审核、

备案和发证。

三、限养区实行养犬许可证制度，

市城区各辖区派出所设有犬只登记、

办证点。未经当地公安机关批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四、凡在市城区饲养犬只的单位

和个人，每年定期带犬只到市农业农

村局推荐的市城区免疫点实施狂犬

病免疫，领办《犬只免疫证》；已取得

《犬只免疫证》但免疫到期或即将到

期的，需及时换证或申请实施加强

免疫；经免疫的犬只应主动接受动

物 防 疫 机 构 开 展 的 检 查 、采 样 检

测。犬只出售、调运前需向所在地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取

得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进行出售、

调运。犬只免疫、管理按照许可规

定收取费用。

五、限养区内经准许饲养的犬只

须拴养或圈养，拴养犬只的绳链不得

超过 3 米。除导盲犬、扶助犬、警犬

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携带犬只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办公区、学

校、医院、影剧院等封闭性公共场所。

六、凡未经批准饲养、未按规定拴

养或圈养、非法带入公共场所的犬

只，由辖区公安机关组织捕处，并按

照《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第

十八条之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处以

100 元至 1000 元罚款；饲养动物干扰

他人正常生活的，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五条之

规定，处以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

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 200 元以

上 500 元以下罚款。

七、携带犬只外出应当束以犬链

（绳），犬只在户外排出的粪便，携犬

人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清除，市城区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有权依

法对不及时清除犬只粪便的携犬人

予以处罚。

八、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设

置犬只交易场所，犬只交易须在市城

区花鸟市场内进行。交易成年犬（出

生 2 个月以上）须持有准养、免疫证件

方可交易。禁止交易未经登记、免

疫、检疫的犬只，非准养犬只严禁在

犬只交易场所交易。

九、出售犬只、犬皮、犬肉，须出

示家犬免疫、检疫证明。犬只出现神

经症状、恐水等异常情况的应立即隔

离、禁止移动，并及时向船山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犬只自然死

亡或被捕处的，养犬单位或个人应向

原发证单位退还家犬免疫证明。

十、犬只饲养户要自觉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争做文明市民。对阻碍国

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和打击报

复举报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

定予以处罚。

十一、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遂宁市人民政府
2019年 7月 24日

由于受历史条
件的限制，早期建设
的部分老旧小区日
趋滞后，成为我市城
市化进程中需改进
和 加 强 的 薄 弱 环
节。2019 年，我市
把“部分老旧小区小
广告乱张乱贴、缺少
监控设施、治安管理
不到位问题”纳入了
整治“群众最不满意
的10件事”。目前，
该问题的整治工作
正强力推进，11 月
底前将完成整治。

解放以来，白酒行业一直对“中国白酒是

香重要还是味重要”的问题争论不休，但却一

直未有定论。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中国

白酒市场需求呈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即产

品向个性化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市场需求，

各酒企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从重

“香”到重“味”转变，通过“多香味”融合加强

个性化新产品的研发。各种香型白酒之间不

断相互模仿、融合、借鉴，不再受已有香型的

束缚，说不清传统香型的个性化白酒不断涌

现，为白酒市场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多香味融合”已成为了中国白酒

香味发展的必然趋势。

事实上，早在 1998 年，沱牌舍得就对中国

白酒香味发展未来先知先觉，率先提出了“多

香味结合，因味制宜”的工艺技术路线，在深

入研究其它香型白酒工艺特点及风格特征的

基础上，确定了“以浓香为主，兼容其它香型

白酒独特的风格特点，多味结合，因味制宜”

与时俱进适应顾客需求。

首先从酒体口味上进行“融合”。将 9 种

香型白酒（酱香型、米香型、清香型、四川小曲

清香型、药香型、芝麻香型、特型、凤型、豉香

型白酒）与沱牌系列酒相结合，不同香型的组

合数共 511 种。经反复尝评筛选，凡是对提

高口味质量作用大的酒种，先小试、中试成功

后，再运用到各项工艺调整中去，最终研制出

消费者所喜爱的新风格、新口味、高品质的白

酒（即将一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香型白

酒与浓香型白酒相结合，形成具有复合感的

新型风格白酒），与时俱进适应了顾客个性化

需求。

其次是从工艺上进行“多香型”融合，让

产品更适应消费嗜好需求。 2001 年 5 月，沱

牌舍得进行了全面的工艺调整，学习借鉴酱

香的“高温堆积”，清香的“清蒸辅料”等各香

型白酒酿酒工艺优点的基础上，将原有的三

粮（大米、高粱、小麦）酿酒工艺调整为六粮

工艺。通过自主创新，并博采众家之长，以

《 人 工 窖 泥 培 养 方 法 》（ 专 利 号 ：

ZL99117364.3）、《一种酿造浓香型白酒的“一

清到底”工艺》（专利号：ZL200510020564.2）
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为支撑，开发出六

粮浓香酿造工艺，创立了沱牌舍得多香味结

合的幽雅风格白酒，既重香又重味，强调香与

味的协调平衡，该工艺成果获四川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2001 年 12 月 26 日，已故的中国白酒泰斗

沈怡方高工到沱牌舍得听取了关于“多香味

结合，因味制宜”的介绍后，兴奋的将此“创

举”推荐到“第六届国家评委换发证会议”上

进行交流。同年的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酒业协会的部分主要专

家和全国十七大名酒厂的国家评委、总工程

师近 30 人，对《沱牌六粮浓香型酒工艺的研

究及其应用》项目进行了现场鉴定，认为“该

成果以满足顾客现实和潜在的消费需求为出

发点和着眼点，在对浓香型大曲酒生产窖泥、

制曲、酿造、陈勾等工艺调整的基础上，创新

性地结合酱香型酒、清香型酒、米香型酒等酿

造的部分生产控制方法……使成品酒既保持

了浓香型酒特色，又克服了其不足……使生

产出来的沱牌六粮浓香型基酒质量发生了显

著变化，其总的趋势是：多粮复合香气突出，

入口醇厚柔和、绵甜、味长、爽净，从而使出厂

产品达到了柔、绵、甜、爽、净，即：幽雅、绵

柔、爽净、悠长的口味特征，最终形成了适应

广大顾客现实和潜在口味需求趋势的具有与

众不同的显著个性化风格。”

2002 年 10 月 12 日至 13 日，由中国酿协主

办的“中国白酒香型暨沱牌技术研讨高峰会”

在沱牌酿酒工业生态园召开，应邀参加会议

的有白酒泰斗周恒刚和沈怡方、梁邦昌等十

几位知名白酒专家及各名酒厂的部分总工程

师和国家评委，与会专家评委现场鉴定了沱

牌舍得公司从 13200 多个香（味）型实验样中

精选出的 58 个酒样，认为“沱牌在保持和发

展传统质量风格基础上，探索实践白酒以浓

香为主、多香（味）结合，方向正确、路子对

头，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为创新浓香酒流派

适应市场消费，从而推动白酒业的发展做了

很有意义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周恒刚高工兴致勃勃地看现场、尝酒样、

查记录，并在鉴定讨论会上首先指出，“不管

这个香型，还是那个香型，都不是型支配香，

是先有酒，后有香型……香型只会越来越多，

依我考虑，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作废”，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沱牌的生产

管理绝对是一流的，对于沱牌，印象最深的是

它的创新精神、超前意识，这在行业可以说是

很少见的。”周恒刚还爽快地答应“来年要再

到沱牌住上一两个月”，可惜因身体原因未能

成行。

会上，沱牌舍得“多香味结合”风格白酒

获得一致认可，从解放以来关于白酒香与味

的争论由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熊子书高工

还为会议发来贺电，指出“一般饮酒的习惯，

国内讲究香，国外重视味，相信这次会议的召

开，将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进一步研究白

酒香型及沱牌技术，探讨其机理提供科学的

依据，使享誉四方的沱牌曲酒更上一层楼”。

沈怡方高工参会后感慨到，“我现在还认为沱

牌是中国白酒发展的典范，代表了中国白酒

方向”。

知名白酒专家于桥在对“六粮浓香酿造

工艺”进行现场鉴评，并品尝了酒样后，在其

《沱牌的技术创新》（《酿酒》2006 年第 5 期）一

文中评价到：“舍得酒和四星、五星沱牌曲酒，

有着诱人的浓香、幽雅的陈香、细腻的多粮

香，香气丰富令人神怡。特别是舍得酒口感

绵柔醇甜，爽净利口，酒体完美，余味绵长，风

格独特，可谓浓香一绝。”

2007 年 10 月 15 日，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化工作组在四川遂宁组织召开了“《地理标

志产品 舍得白酒》《地理标志产品 沱牌白

酒》国家标准审查会议”。中食协白酒专家

组、国家食品质检中心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共

15 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尤其对舍得·沱

牌独创的多香味复合风格白酒给予了充分肯

定，一致同意写进国家标准中。

为适应消费嗜好需求，沱牌舍得多香味

结合的幽雅风格白酒得以进一步研究完善，

始终追求香气的协调和谐、滋味的协调和谐、

香味的协调和谐，即酒体的综合协调和谐，通

过十余年持之以恒的定性定量攻关，2008 年

8 月，“一种多味结合浓香型白酒及其制备方

法”被授予国家发明专利。根据“多香味结

合”的个性化产品的研发思路，之后相继完

成“一种多味结合酱香型白酒制备方法”“一

种多味结合清香型白酒及其制备方法”的研

发，并分别于 2013 年 7 月、8 月获国家发明专

利。

事实证明，沱牌舍得并非是“先知先觉”

看见了中国白酒香味发展的未来，而是“定

义”了中国白酒的未来！

舍得：先知先觉“定义”中国白酒香味发展未来

经遂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拍卖方

式出让遂宁市城区 3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附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

用增价拍卖，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网络（www.snjsjy.com）及拍卖出让

文件。

五、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至 2019 年

8 月 22 日 16:00，在网上（www.snjsjy.com）提交

申请，并根据网页提示完成报名程序。网上

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22 日

16:00。此次拍卖只接受网上报名。

经网络电脑系统自动审查，申请人按照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由

网络系统给予申请人确认信息，具体操作见

网站提示。取得竞买资格的申请人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00 前到遂宁市遂州北路 169
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七楼）提交书面申请资

料，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领取号牌，按规

定参加拍卖活动。

除明确要求需提供的报名资料外，竞买

者必须提供所有的资格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印章，并提供原件备

查。若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

取消其竞买资格。

六、此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定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15 在遂宁市遂州北路

169 号市政务服务中心七楼会议室举行。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土地出让价款的缴款期限详见遂宁市

市城区 2019 年第五次拍卖出让土地情况表。

2.本次拍卖设有保底价。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遂宁市土地矿产出让事务中

心（嘉禾东路６号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楼）

联系人：于 兰、张 昕

联系电话：0825-2265133、0825-2310750
九、几点说明

1.竞买者必须登录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http://www.snjsjy.com）自助注册并设置帐号

和密码。

2.竞买者在网上注册、报名过程中遇到技

术问题请咨询遂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联系

电话：13882517677 邓瑜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 7月 31日

遂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遂自然资规公〔2019〕7号

序号

1

2

3

地块位置

市河东新区二期景屏路以南、甘霖东街以

西D2—2—01地块

市河东新区二期锦台路以南、甘霖东街以

东D2—2—05地块

市河东新区二期锦台路以南、甘霖东街以

西D2—2—06地块

用地面积

59067.85平方米

（88.60亩）

21084.78平方米

（31.63亩）

26081.8平方米

（39.12亩）

用地性质

及使用年限

城镇住宅

用地70年

城镇住宅

用地70年

城镇住宅

用地70年

建筑控制高度

不大于30米

不大于40米

不大于30米

容积率

不大于1.5

不大于1.8

不大于1.5

建筑密度

不大于25%

不大于25%

不大于25%

绿地率

不小于35%

不小于35%

不小于35%

起始价

（万元/亩）

328

367

304

保证金

（万元）

11617

4636

4747

备注

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土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的60%，3个月内缴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土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的60%，3个月内缴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自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土地使用权

出让价款的60%，3个月内缴清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遂宁市市本级2019年第五次拍卖出让土地情况表

备注：遂宁市外（以企业注册地为准）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竞买人在竞得地块（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成交确认书为准）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须在遂宁市内注

册设立一家具有法人资格、财务独立核算的公司或子公司。

广告

遂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市城区犬只管理的通告

遂府通〔2019〕2号

时限：11月底前完成整治

“部分老旧小区小广告乱张乱贴、缺少监控

设施、治安管理不到位问题”被纳入了“群众最不

满意的 10 件事”后，我市立即以改善民生为核

心，以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为目标，

全面开展整治行动，确保纳入 2019 年重点整治范

围的老旧小区“牛皮癣”、小广告、监控设备和治

安管理不到位问题得到根本改善，力争纳入整治

范围的老旧小区实现“五个有”：即有公共保洁、

有秩序维护、有停车管理、有监控设备、有治安联

动，切实提高老旧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对于部分老旧小区存在的小广告乱张乱贴

问题，由小区所在街道、社区牵头，小区业主积极

主动参与，开展清理行动，各执法分局在老旧小

区内规范设置广告张贴栏，并对社区网格管理人

员进行了“牛皮癣”、小广告证据收集培训。街

道、社区组织收集小广告证据，定期向辖区城管

执法部门提供，小广告治理则由市城管执法局牵

头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确保城市环境清爽整洁。

对于老旧小区内外缺少监控设施问题和治

安问题，纳入整治范围的老旧小区由街道、社区

牵头协助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物管人员进行增设，

对已安装但损坏的进行维修、换新。街道、社区

对老旧小区外临城市道路需要增设“天网”监控

的情况进行研判，确有必要增设的按照程序向辖

区派出所或公安部门申请，市公安局对符合增设

要求的予以批准，并组织完成增设相关工作。另

外，由属地公安部门牵头，住建部门配合对纳入

整治范围的老旧小区开展治安管理检查和培训，

对设施设备不齐、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人员不

到位的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限期

整改完成。

记者还了解到，所有整改工作将于 11 月底之

前完成，之后，我市将梳理治理工作成果，总结整

治典型经验，探索老旧小区管理的长效机制，逐

步推进物业管理工作的纵深覆盖，形成市城区整

治工作总结报告并上报市委、市政府。

进度：四个区强力推进

“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这段时间总算看

到小区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昨（1）日，船山区

人事局宿舍的居民老王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

治，小区的小广告几乎没了踪影，再加上新安装

的监控设施，更让小区居民有了安全感。

这只是我市强力整治“部分老旧小区小广告

乱张乱贴、缺少监控设施、治安管理不到位问题”

的一个缩影。

在船山区，辖区内 6 个街道办事处共清理牛

皮癣 40000 余张，卫生死角、三棚一台垃圾杂物

2000 余处，已新增并完成安装监控 16 个，对辖区

内缺少监控设施设备的 300 余个老旧小区开展了

清查；在经开区，经开区公安分局对非法广告源

头进行打击，并为整治工作提供执法保障，管委

会也预算经费 1100 万左右，预计安装 420 个摄像

头，目前招标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完善合同，预计

8 月初动工；在河东新区，灵泉街道办事处、河东

公安分局针对监控安装、费用、后期维护各项工

作进行专门研究，确保监控设施长期有效使用，

切实提高老旧小区安全管理；在高新区，7 月分

在对老旧小区内的“牛皮癣”、小广告整治中，共

清除“牛皮癣”180 余张，喷涂小广告 10 余处……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在船山区、遂宁经开区、

河东新区、遂宁高新区选择集中整治老旧小区点

位，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对比各区域整治效果及

成效，学习借鉴先进区域经验，帮助和指导整治

进度慢、整治成效不佳的区域做好整治工作。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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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人事局宿舍监控已安装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