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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记者从成都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去年底，四
川省市场监管领域“首违不
罚”清单适用规则（试行）正式
实施。今年上半年，成都市市
场监管局出台的 15 条助企惠
企政策措施中，也明确推行包
容审慎监管“五张清单”、加大
柔性执法力度，对市场监管领
域轻微违法行为新增首违不
罚事项清单和不予行政强制
措施事项清单，同时实行原则
上“能教育不处罚、能改正不
罚款、要罚款按下限”，通过

“有温度的执法”助企纾困，保
护企业不因“小错”影响生存
和发展。

一年来，成都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相
关规定办理的不予行政处罚
案件共计166件。

哪些情况可以“首违不
罚”？目前，成都市市场监管局
公布了首批典型案例。

案例一
某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发布虚假广告案
金牛区市场监管局根据

举报对成都某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
公司在电商平台销售“金属制
品文件柜”，使用“最佳选择”
宣传用语，涉嫌虚假广告。

经查，当事人提供的《质
检报告》合格，每年抽查均合
格，并获得过“产品质量稳定
优秀企业”证书、“质量、服务、
信誉AAA企业”证书等，但无
法提供“最佳选择”相关证据。

当事人三年内首次违反
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规章，
并在被查当日就将“最佳选
择”宣传用语删除。依据《四川
省市场监管领域“首违不罚”
清单适用规则》第二条的相关
规定，金牛区市场监管局责令
其改正，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案例二：
某酸菜鱼餐馆未经许

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案

根据对外卖平台的监测，
邛崃市市场监管局对邛崃市
某酸菜鱼餐馆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该店有营业执照，但是食
品经营许可证已超出有效期
11天。

经查，在过期的这段时
间，当事人在外卖平台销售共
计 9 单，金额 1086 元。当事人
被查处后及时改正，立即延续
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

依据《四川省市场监管领
域“首违不罚”清单》中违法行
为“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未延续的”适用条件：“1.违
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1个月；
2.尚未销售，或已经销售且货
值金额3000元以下；3.违法经
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不存在质量、标
签等方面的其他违法问题；4.
经营者实际具备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证的条件；5.未造成消
费者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
或虽造成财产损失但已经依
法予以赔偿。”之规定，邛崃
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进行
了教育规范，并决定不予行
政处罚。

案例三：
某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在自设网站宣传专利却未
标注专利类型及专利号案

根据举报，武侯区市场监
管局对四川某气体设备有限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在其
自设网站上，其产品“超能永
磁变频两级压缩空压机”被宣
传为“新一代的非对称专利线
型”，但网页未标注专利类型
及专利号。

经查，当事人持有有效的
《营业执照》，“超能永磁变频
两级压缩空压机”产品网页未
标注专利类型及专利号，但产
品的专利合法有效。

当事人属于初次违法，发
现违法行为后立即进行了整
改，积极主动配合调查，点击量
较低，社会危害性轻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相关规定，武侯区
市场监管局对其进行了教育规
范，并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案例四：
某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
志专有权案

成都市市场监管执法总
队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支队根
据投诉，对某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涉嫌违规使用“冬奥会”奥
林匹克标志线索进行核查。

经查，该公司于 2022 年 1
月27日在官方微博中使用“迎
冬奥”及“#北京 2022 冬奥会
#”等用语，2月1日，主动对该
文章予以修改，删除了相关奥
林匹克标志，期间，该条涉及
奥林匹克标志的链接浏览量
共计29条。事后，该公司组织
员工开展了针对《奥林匹克标
志保护条例》等相关知识产权
法律法规培训。

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四川
省市场监管领域“首违不罚”
清单适用规则》，属于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已及时
改正的情形，按照《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成都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行柔
性执法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规
定，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对该案
不予立案，对当事人予以行政
告诫，并将结果告知北京冬奥
组委市场开发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彦琴

哪些情况可以“首违不罚”？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公布首批典型案例

《2021年四川省水资源公报》出炉

你知道四川人均每天用多少水？
■ 你知道从早上起床洗脸漱口，到中午淘米洗菜做饭，再到晚上洗澡，一个人一天会用掉多少水吗？7月14日，

记者从四川省水利厅官网获悉，《2021年四川省水资源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日前正式出炉。2021年，四川全省
人均综合用水量292立方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238升/天，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115升/天。

■ 总量方面，2021年，四川全省水资源总量为2924.50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增加14.0%，比2020年减
少9.7%。2001-2021年四川水资源总量平均值与多年平均比较减少1.1%，近十年（2012-2021年）水资源
总量平均值与多年平均比较增加4.7%，其中2006年全省水资源总量处于历史低位，为历年最低；2020年
全省水资源总量处于历史最高值。该《公报》中的多年平均值统一采用1956-2016年系列平均值。

根据该《公报》，2021年，四川全省
水资源总量为2924.50亿立方米。其
中，四川全省地表水资源量2923.36亿
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625.94亿立方
米，地下水资源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
量1.14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
量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逐
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当地天然河川
径流量。地下水资源量指地下饱和含
水层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降水和
地表水入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水资
源总量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

下产水总量。
具体来看，地表水资源方面，2021

年，四川全省地表水资源量2923.36亿
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增加14.0%，比
2020年减少9.8%。从行政区看，与多
年平均比较，攀枝花、凉山、乐山、宜
宾、雅安5市（州）地表水资源量有所
减少，其余16市（州）的地表水资源量
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
是资阳市，增加137.7%；减少最多的
是攀枝花市，减少35.4%。与2020年相
比，遂宁、自贡、资阳、内江、广安、广

元、达州、南充、巴中9市（州）的地表
水资源量有所增加，其余12市（州）均
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增加最多的是
巴中市，增加153.7%；减少最多的是
攀枝花市，减少37.8%。

地下水资源方面，2021年四川全省
地下水资源量625.94亿立方米，其中成
都平原评价面积5764平方公里，地下水
资源量24.67亿立方米；山丘区评价面积
479283平方公里，地下水资源量605.07
亿立方米；平原区与山丘区之间地下水
重复计算量3.80亿立方米。

2021年四川水资源总量2924.50亿立方米

四川有多少水？

96.7%来自地表水源，供水量236.37亿立方米

四川的水从哪里来？

据悉，根据市（州）上报的供水量数
据统计，2021年，全省总供水量244.29亿
立方米，占年水资源总量的8.4%。其中，
地表水源供水量236.37亿立方米，占总
供水量的96.7%；地下水源供水量6.51亿
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2.7%；其他水源
供水量1.41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0.6%。供水量指各种水源提供的包括输
水损失在内的水量之和。根据水源不同
类型分为地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
源三大类，按供水对象所在地统计。

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
量占35.3%，引水（含调水）工程供水量
占47.0%，提水工程供水量占17.5%，非
工程供水量占0.2%。地下水源供水量全
部为浅层地下水，占100%。其他水源供
水量中，主要是污水处理回用量和雨水

利用量，分别占67.4%和29.8%。
同时四川全省54座大型水库（含水

电站）、234座中型水库（含水电站）水库
年末蓄水总量为556.73亿立方米，比年
初蓄水总量增加26.79亿立方米。其中，
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505.48亿立方
米，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25.97亿立方
米；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51.25亿立方
米，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0.82亿立方米。

另外2021年，从省外流入四川省
境内的水量1287.90亿立方米。从四川
省流出省境的水量4039.15亿立方米。
与多年平均比较，2021年入省境水量
增加399.02亿立方米，出省境水量增
加676.62亿立方米。与2020年相比，
2021年入省境水量减少282.71亿立方
米，出省境水量减少646.94亿立方米。

该《公报》显示，2021年，四川全
省总用水量244.29亿立方米。其中生
活用水56.97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
的23.3%；工业用水21.78亿立方米，占
用水总量的8.9%；农业用水158.59亿
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65.0%；人工生
态环境补水6.95亿立方米，占用水总
量的2.8%。用水量指各类河道外用水
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
量之和，按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
用水和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四大类用
户统计，不包括海水直接利用量以及
水力发电、航运等河道内用水量。

其中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
和农村生活用水，城镇生活用水由居民
用水和公共用水（含第三产业及建筑业
等用水）组成；农村生活用水指农村居民
生活用水。工业用水，指工矿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用于制造、加工、冷却、空调、净
化、洗涤等方面的用水，按新水取用量
计，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农
业用水，包括耕地和林地、园地、牧草地
灌溉，鱼塘补水及牲畜用水。人工生态环
境补水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
境用水和部分河湖、湿地补水，而不包
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的生态补水量。

按居民生活用水、生产用水、人工
生态环境补水统计，2021年四川全省
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占17.5%
（不包括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用水），生

产用水量占79.7%，人工生态环境补水
量占2.8%。在生产用水中，第一产业用
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5.0%，第二产业用
水量占9.8%，第三产业用水量占4.9%。

2021年，四川全省用水消耗总量
约 136.27 亿 立 方 米 ，总 耗 水 率 约
55.8%。其中农业耗水量约98.58亿立
方米，约占用水消耗总量的72.3%，耗
水率约62.2%；工业耗水量约7.76亿立
方米，约占用水消耗总量的5.7%，耗水
率约36.0%；生活耗水量约24.94亿立
方米，约占用水消耗总量的18.3%，耗
水率约43.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耗水
量约4.99亿立方米，约占用水消耗总
量的3.7%，耗水率约72.0%。用水消耗
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
发、土壤吸收、产品吸附、居民和牲畜
饮水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
地表水体和地下含水层的水量。耗水
率指用水消耗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

具体而言，2021年，四川全省人均
综合用水量292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
总值（当年价）用水量46立方米，万元工
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14立方米，耕
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359立方米，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490；城镇人
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238升/天，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115升/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图据四川省水利厅官网

农业用水158.59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65.0%

这些水都用到哪里？

多名钓友被困湖心岛，所幸获救

成都消防提醒：
汛期来了，不要以身犯险

营救中

连日来，成都持续出现高温天
气。7月10日，四川部分地区气温更
是超40℃。而这天傍晚，连续工作
了10小时左右的外卖小哥小郑不
幸晕倒在地，幸亏路人及时发现并
拨打120急救电话，把他第一时间
送到了医院。

经过诊断，小郑是因为在高温下
工作太久导致热射病，经过几天的紧
急治疗后，目前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三六三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医师杨岭介绍，除了外卖小哥，医院
本周还接收了2例中年热射病患者，
也是因为高温导致昏倒。以往一年可
能才接到一例热射病患者甚至更少，
今年仅仅一周内就接到了3起，这种
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7月10日晚上7点过，成都犀浦
的外卖小哥小郑被送到三六三医院
急诊科。来到急诊科时，他全身高
热，体温最高达42℃，同时整个人已
经昏迷。随后，医护人员对其进行紧
急降温并大量补液。在此过程中，发
现其多器官功能衰竭，伴有癫痫的
表现，针对其器官功能障碍给予呼
吸机支持。

据发现小郑的交警介绍，他是当
天傍晚送餐途中倒地的，从一早出门
到倒地这期间，他已经顶着烈日连续
工作了10个小时左右。

经过诊断，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
师杨岭认为，小郑是因为在高温下工
作太久导致热射病。热射病，通俗来
讲，就是最危险、最严重的中暑，会导

致中枢神经系统、肌肉组织、凝血功
能、肝肾功能、呼吸功能、心血管功能
等全身性问题，极易引发多器官衰
竭，具有很高的病死率。

经过几天的紧急治疗后，小郑目
前仍在ICU，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杨岭认为，高温、高湿、高强度工
作是很容易造成热射病的，“尽管每
个人对高温的耐受度不一样，但还是
不建议长时间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
环境中工作。”

针对像小郑一样需要在室外工
作的人群，杨岭建议可以采用“物理
防晒+补充水分”的方式加以预防。
简单来说，就是穿防晒服，随身携带
淡盐水、功能性饮料，车中常备清热
解暑的中成药，如藿香正气液、藿香

正气水，金银花水等。
记者注意到，根据《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日最高气温达到40℃
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
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
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
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
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
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
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
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
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劳动者加班。同时，因高温天气停止
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
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连续工作10小时
外卖小哥晕倒病危警惕热射病警惕热射病！ 钓鱼受到许多市民的喜

爱，尽管四川汛期到来，仍有钓
友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近日，成
都消防就接到了多起涉水到湖
中钓鱼，结果水位上涨无法脱
险的警情。

7月13日上午，成都市新津
区两名男子因钓鱼被困西河孤
岛，情况紧急。接到报警后，成都
兴义政府专职救援队立即出动
2车1舟1艇10人前往救援。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
现两名男子因河水暴涨被困河
中央的孤岛，距离岸边约 70
米。救援人员先对现场河流特
性、水域深浅、水面宽度、水流
方向、流速等情况进行观察研
判，在掌握现场水域情况后，由
两名水域救援经验丰富的队员
组成攻坚组，穿戴水域救援服，
驾驶橡皮艇驶向孤岛。经过近
10分钟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
人员成功获救。

但在救援过程中，围观群
众反映河对岸旁的孤岛上疑似
还有两名被困人员。待第一波
救援结束后，消防和民警立即
赶往河对岸进行排查确认，经
过不懈努力，所有被困人员被
找到，并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据悉，被困人员共4人，均为钓
鱼爱好者。

7月13日12时52分，成都
市金堂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
警，称在金堂县五凤镇鸣阳大
桥桥墩上有人钓鱼被困河中，
河水突涨，情况危急。随即，救
援大队立即出动 1 车 1 船 7 人
前往处置。所幸，经过救援，被
困群众被成功解救。

消防提醒：随着汛期到来，
水位随时可能上涨，热爱钓鱼
的朋友，一定要加强安全意识，
切勿以身犯险。如遇人员被困
情况，立即拨打119求助。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