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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姐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预防和

减少疾病，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创造和保持整

洁、优美、文明的城乡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四川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义务参加爱国卫生

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爱国卫生工作，是

指为改善卫生环境和公民生活质量，预防和

减少疾病，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而

开展的社会性、群众性卫生活动。

第四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

部门协作、全民参与、属地管理、科学治理、社

会监督的原则。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

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加强督促

检查，并将爱国卫生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安排必要经费，保证爱国卫生工

作开展。

第六条 对在爱国卫生工作中取得显著

成绩的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

表彰、奖励。

第二章 职责与任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负责组织、

协调、指导、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

作。

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全省爱国

卫生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企业事业

单位、居（村）民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人

员，负责爱国卫生工作。

第八条 各级爱卫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

导下宣传贯彻有关爱国卫生工作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制定爱国卫生工作规划、计

划和规范，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爱国卫生活动，

组织开展卫生城市（县城）、乡镇（街道）、村

（单位）的创建工作，开展爱国卫生科学研究、

对外交流合作、病媒生物防制和健康教育与

健康促进等爱国卫生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

革、教育、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环境保

护、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商

务、卫生、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

做好爱国卫生工作。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完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网络，卫生及

有关部门制定有关规划和计划，组织开展健

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

第十一条 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普及

科学卫生知识，提高健康教育普及率，增强城

乡居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中、小学校应当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托幼

机构应当进行卫生常识教育，培养健康良好

的行为习惯。报刊、广播、电视、新闻网站等

媒体要采用多种形式对卫生、健康、防病知识

进行宣传报道，制作、刊登、播出维护和改善

卫生环境、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公益广告，促进

卫生防病工作的有效开展。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每年 4 月组织开展爱国卫生

月活动。

各地、各单位在爱国卫生月和重大节假

日期间，应当组织人员集中开展爱国卫生活

动。

第十三条 发生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动员公众参与爱国卫生工作，落实联防

联控、群防群治的具体措施，预防和减少疾病

的发生。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建立完善病媒生物防制

组织网络和病媒生物密度监测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采取综

合防治措施，定期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

动。单位、个人应当配合实施，使病媒生物的

密度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以内。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对老鼠、苍

蝇、蚊子、蟑螂等病媒生物密度的监测，提供

预防控制技术指导，并对预防控制效果进行

评价。

第十五条 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应当符合

有关标准和管理规定，保障人身安全，避免和

减少环境污染。

病媒生物消杀药物的生产、经营、储存、

使用，应当符合农药管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等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卫生城市标准，设置和完善卫生基础设

施，健全、落实各项卫生管理制度，并按期达

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有关卫生指标。

乡（镇）、村应当结合乡（镇）、村建设规

划，组织开展改厕工作和环境卫生建设工作。

第十七条 城镇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定点收集、统一运输、集中处置。

农村生活垃圾推行户分类、村分类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方式，纳入城镇垃圾处理系

统；在当地环境容量范围内，可以选择经济、

适用、安全的处理、处置技术，就地消纳处

理。垃圾需要填埋的，填埋点由县级相关部

门统一确定和管理。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卫生管理，完善环

境卫生和相关生活设施，做好环境卫生保洁

工作，改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卫生。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

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本区域内部卫生管理

制度，落实卫生责任，开展卫生环境治理，达

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有关卫生标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

爱国卫生工作计划和标准，制定本辖区爱国

卫生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居（村）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或

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开展爱国卫生宣传，建

立日常卫生保洁制度，确定专人负责辖区

内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工作，并组织动员

居（村）民参与庭院卫生整治和公益卫生活

动。

社区的物业管理、自治组织应当开展卫

生健康知识宣传，进行社区环境卫生治理，保

持社区环境整洁。

第二十条 公民应当参与爱国卫生活

动，提高卫生素养，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形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维护社会公共卫生，不

随地吐痰、便溺，不乱扔垃圾、纸屑等废弃物。

第二十一条 提倡在公共场所不吸烟。

不得在省人民政府规定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

吸烟。

第二十二条 建立爱国卫生水平评价制

度。组织对社会卫生水平和居民的健康生活

水平进行评价，并定期公布评价结果。

单位应建立卫生检查评价制度，定期开

展卫生自查自纠。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爱国卫生工作群众监督举报制度，设立举

报信箱、投诉电话和其他联系方式，及时查处

影响爱国卫生的行为。

新闻媒体做好对爱国卫生工作的舆论监

督。

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爱国卫生工作的监

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予

以整改。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和推动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区）、卫生乡镇

（街道）、卫生村（单位）的创建活动，按照国

家和省相关标准，制定和实施创建规划，为创

建活动提供保障。

获得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区）、卫生乡镇

（街道）称号的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长效管

理机制，巩固和发展卫生创建成果。

第二十五条 爱卫会应当按照分级管理

的原则，负责对辖区内卫生创建活动的组织

协调、检查指导和调研考核，促进卫生创建活

动有效开展。

爱卫会应当加强对已命名为卫生城市、

卫生县城（区）、卫生乡镇（街道）、卫生村（单

位）的日常监督管理，定期进行复查；对达不

到标准要求的，限期整改，逾期达不到标准

的，取消称号。

第四章 罚 则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单位和个人不配合开展或者不参与

杀灭病媒生物活动，病媒生物密度超过国家

规定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 1000 元

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 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二十一条规定

的行为，由有关部门按照《四川省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在爱国卫生工作中，有关

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

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

起施行。1999 年 1 月 28 日省人民政府第 116
号令发布的《四川省爱国卫生管理办法》同时

废止。

四川省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日，

大英县公安局蓬莱第一派出所成功破获一

起贩卖毒品案，抓获贩卖毒品嫌疑人 1 人、

吸毒嫌疑人 6 人，缴获疑似冰毒 0.15 克、自

制吸毒工具若干。

7 月 20 日，蓬莱一所民警通过工作获取

了一条重要线索，大英县某小区有一吕姓

男子有可能涉嫌毒品犯罪。获取线索后，办

案民警立即前往该小区开展前期侦查核实

工作，经过摸排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身份，并

逐步摸清了吕某生活轨迹等情况，抓捕时机

成熟。根据前期侦查情况，县公安局蓬莱第

一派出所相关负责人立即组织民警制定了

详细的抓捕方案，并将抓捕方案向分管局领

导进行汇报，决定 7 月 31 日 8 时展开收网行

动，为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网情大队和

警犬大队分别抽调警力从旁协助。一张抓

捕大网悄然张开，只等嫌疑人落网。10 时 30
分，嫌疑人吕某进入民警视线，民警紧跟其

后将正准备进门的犯罪嫌疑人吕某抓获，当

场在吕某身上搜出一小包冰毒疑似物。通

过调取吕某的相关记录，民警顺藤摸瓜陆续

将涉嫌吸毒人员王某、郭某、卢某、陈某、张

某、胡某等 6 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吕某（男，大英县人）对贩卖毒

品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交代其在 6 月至 7 月

期间，多次将毒品冰毒贩卖给吸毒人员陈

某、王某等人。经查明，7 月 28 日 12 时许，

胡某、卢某、郭某在大英县蓬莱镇某小区卢

某的家中利用自制冰壶采用烤吸的方式吸

食了毒品冰毒；7 月 30 日 11 时许，陈某伙同

张某在大英县蓬莱镇江南东路陈某家中，

利用自制冰壶采用烤吸的方式吸食了毒品

冰毒；7 月 30 日 16 时许，王某在大英县蓬莱

镇某小区家中利用自制冰壶采用烤吸的方

式吸食了毒品冰毒。经提取上述六人新鲜

尿液进行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吕某因涉

嫌贩卖毒品罪被刑事拘留，王某、郭某、卢

某、陈某、张某、胡某因涉嫌吸食毒品被依

法行政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大英警方破获一起贩卖毒品案 7人落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段时

间以来，县交警大队采取多种措施提升电

三（四）轮车管理水平，全力遏制电动三

（四）轮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筑牢交通安全基石。

县 交 警 大 队 联 合 县 交 运 、执 法 等 部

门 ，发 挥 各 部 门 的 职 能职责开展联合执

法，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和检查机制。主

要在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开展

流动巡逻、机动执勤，坚持以每天“高频

率、高密度、高强度”的整治态势，严厉查

处电动三（四）轮车无牌无证、非法改装、

闯红灯、逆行、违章停车、不按道行驶等违

法行为，切实做到查处一起、严惩一起，绝

不姑息；联合市场监督部门，加大对电动

三（四）轮车销售、改装企业的治理，从根

本上杜绝在县城区内能够买到不达标的

电动三（四）轮车以及相关改装车辆；联合

社区加大对辖区内电动三（四）轮车的摸

排情况，及时统计出经营该类车辆人员的

家庭状态，通过与民政等部门积极配合，

切实保障困难人员的生活问题，从而逐步

减少电动三（四）轮车经营人员；联合特警

等其他部门开展集中整治，并且将每月第

二周作为集中整治周，保持对非法营运电

动三 ( 四 ) 轮车的严查严管高压态势 , 防止

问题反弹。截至目前，县交警大队共暂扣

电三轮 106 台。

县交警大队在暂扣电三轮车辆处置过

程中，始终保持规范执法、依法处理的原

则，以法律条款为依据，做好暂扣车辆驾

驶员、车主的解释工作；针对家庭经济确

实 困 难 的 ，根 据 社 区 等 部 门 开 具 的 相 关

证明，酌情退还电三轮电瓶车，确保在处

置中不出现过激行为，不出现上访、激访

现象；同时，县交警大队还安排专人在办

公营区规划了电动三（四）轮车暂扣停放

点，在出入口防护栏上安装了锁链，并定

期将临停区电三轮移送至报废处理厂 ,集
中妥善管理。

县交警大队还开展了多层次、多角度

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交通参

与者的安全意识，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共

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县交警大队多举措提升电动三（四）轮车管理水平

（接上期）

遂宁行动

8 月 12 日一大早，在大英县隆盛镇土门

垭村的“红豆杉养生谷”里，业主秦辉早已

大汗淋漓。三伏天里，曾经坐在办公室享

受空调的他，如今却奔忙于田间地头。看

着已经挂果的柑橘，盘算着 10 月份的采摘

节，秦辉累并快乐着。

上世纪 90 年代初，秦辉怀揣梦想离乡

去沿海打工。2008 年，事业小成的他毅然

放弃高薪，回家乡创办起遂宁首家本土二

次供水技术服务公司，开始了自己的第一

次创业。2015 年，年逾五旬的秦辉返乡二

次创业，当上了新型农民。

放弃高薪 回家乡创办公司

“2005 年，我年薪 50 万元左右，如果一

直 待 在 那 个 公 司 ，现 在 年 薪 估 计 上 百 万

了。”秦辉告诉记者。

回家乡之初，秦辉原计划做医疗器械

行业，但他了解到，遂宁的二次供水行业多

为经销商和代理商，想到自己比较了解这

个市场，于是决定还是干本行。

创业初期，秦辉面临巨大的挑战。还

好，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和一些人脉关系，困

难迎刃而解，公司也开始运营。
秦辉干劲十足，公司被他打理得井井

有条，加上是遂宁仅有的一家正规二次供
水公司，公司的优势很明显。

“因为是本土企业，所以一了解到哪里
供水出现问题，我们就能在最快时间内去
处理。”秦辉告诉记者。

在秦辉的管理下，二次供水公司的业
务范围不断扩大，覆盖到南充、绵阳、成都
等地。

心怀梦想 返乡创业再当农民

办二次供水公司有了一定积累后，秦

辉不满足于现状，回乡发展的念头始终萦

绕在他心里。

2015 年，秦辉回到生他养他的隆盛镇

进行再次创业——发展休闲养老产业。

秦辉 成 立 了 大 英 县 浩 翔 种 养 殖 专 业

合作社，现种植有爱媛果冻橙 420 亩、耙
耙柑 60 亩、桃李各 30 亩、红霞杨 30 亩，套
种红豆杉 200 亩、樱花紫薇花 50 亩，果园
放 养 四 川 山 地 黑 鸡 。 合 作 社 正 以“ 合 作
社+农户+服务+市场”模式稳步发展。

经过几年的发展，秦辉投资创建的“红
豆杉养生谷”项目占地 600 多亩，总投资达
2000 多万元，以“观光旅游”和“生态养老”
为主题，用“红豆杉抗癌养生”“四季红叶
花海”“山水园林”“绿色环保”理念打造酒
店式生态养老院及休闲度假区，形成“可
览、可游、可居”的环境景观和集“养生—

娱乐—餐饮—住宿—观光旅游—生产（苗

圃、养殖）”于一体的景观综合体，既保留传

统林农产业不变，又融入现代林农气息，形

成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现代山、水、林景区，

发展体验式生态养老与休闲度假相结合的

特色旅游。

秦辉说：“年轻时觉得能够赚到很多

钱、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才算成功，但随着年

岁和阅历的增长，我还是放不下心中的农

村梦，所以我选择回到家乡再次创业，让农

村‘活’起来，让乡亲们富起来、过上城里人

的生活。”

正是这样的自我要求，让秦辉从一个

普通的打工仔到公司经理，从一名创业者

到企业老板，再从企业老板变身新型农民，

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用

实际行动助推乡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蒋亮）

老板二次创业 成为新农民
——记隆盛镇返乡创业人士秦辉 两月处罚 147起

大英对露天焚烧秸秆说“NO”！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近年来，大英狠

抓环境保护工作，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特别是农

作物秸秆禁烧关键期，各镇乡、园区、社区和相关部

门组织基层一线干部昼夜工作，白天查黑斑、晚上

查火光，常态开展宣传引导、巡查处置和网格值守。

今年 5-6 月，相关部门和各镇乡在探索实施秸

秆综合利用和大力宣传《大英县人民政府关于严禁

露天焚烧秸秆的通告》的基础上，共依法处罚焚烧

秸秆行为 147 起，罚款 24900 元，收取保证金 2550
元。

当前，又进入农作物秸秆禁烧关键期，大英县城

管执法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为了“大英蓝”，为了

大家的健康及安全，不要露天焚烧秸秆，否则将受

到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

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合成大麻素类
合成大麻是一系列具有类似天然大麻素作用的

人工合成物质。吸食合成大麻素能产生比天然大

麻更为强烈的快感，这导致合成大麻素迅速蔓延，

已成为新精神活性物质中涵盖物质种类最多、滥用

也最为严重的家族。

物理性质：该类制品多以香料、花瓣、烟草、电

子烟油等形态出现，代表制品包括“小树枝”“香

料”“香草烟”等。

滥用方式：合成大麻素类物质一般被喷涂在植

物碎末表面，制成植物熏香用于吸食，而且往往是

多种合成大麻素混合使用，这使得它们的成瘾性和

危害性更难以判断，相关的研究也很有限。

毒性：一般认为它们的成瘾性和戒断症状类似

天然大麻，长期吸食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疾病以及精

神错乱，同时也存在致癌的风险。

新精神活性物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