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在西昌市内，乐山人李明洋仍惊魂

未定。 为了摄影，8月23日一早，46岁的李明洋

和朋友从乐山驾车来到雅安，并于昨日天刚麻

麻亮， 便驾车走国道318线前往甘孜州， 没想

到，上厕所的工夫捡回一车人的命。

“这条路上很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垮

塌等。8月23日就下了一晚上雨，上了二郎山，

虽然前方几乎没有车， 但我还是把车速降到

了平时的一半都不到。”李明洋说，早上6时

30分许，他把车停了下来。“当时不知道为什

么，感觉有点累，就停车把背靠放平了点，有

人还下车上厕所，大概耽误了五分钟左右。”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刚上车后就听见山上传

来“轰隆隆”的声音，以为遭遇泥石流的李明

洋连忙再次停车四下张望， 确认没问题后才

上车再次出发。

没想到，刚转过一个弯，大家就发现前面

山体已垮了下来，把道路掩埋了，山上泥土树

木还在不断地往下垮。“那场景，就像电影里

的灾难片一样， 朋友们都吓傻了。” 李明洋

说，一车人都在感叹：幸好，幸好，要是不下车

上厕所，可能都要被埋在里面，“这真是一泡

救命的尿啊！”

苹果和安卓版本均已上线！

手 机 登 录 拍 拍 动 产 品 网 站

paipaidong.cdsb.com

可 直 接 下

载安装。 苹果手机用户还可通过

在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搜

索“拍拍动

AR

”下载。安卓手机

用户还可通过在机锋、 木蚂蚁等

各大安卓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

下载。 安装成功后， 打开 “拍拍

动”，将摄像头对准带有“拍”字标

记的图片，待缓冲完成后，点击屏

幕上的播放按钮，即可体验精彩！

8月17日发生在彭州北部

沿山地区的泥石流灾害致道路

中断，1100余辆车被困银厂沟，

成都商报联合彭州市政府独家

发布车辆被困动态信息， 商众

车险也伸出援手， 将对被困车

辆进行免费理赔咨询。昨日，本

报开通86613333- 1寻找爱车热

线后， 不少车主打进热线询问

被困车辆及理赔事宜。

车找不到了 保险赔不赔？

昨日上午， 彭州市隆丰镇

高皇村村民刘女士打进热线，

询问她被泥石流掩埋的车能否

获得保险赔付。“找了好多天，

都没有找到车， 不晓得车子被

泥石流盖住了， 还是被冲到哪

去了。”

成都商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客服中心总监助理王华靓介

绍， 必须要把车辆或车辆残骸

找到后， 保险公司才能理赔。

“如果没有找到车辆，保险公司

无法确认车被泥石流卷走是否

属实，按刘女士描述的情况看，

只能等后期现场清理后找到

车，保险公司才会理赔。”

读者来电：我的车还好吗？

昨日， 车主谢先生打进热

线称，他的川A JJ592蓝色本田飞

度车停在九峰村6组一农家乐，

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对此，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

谢先生所说的农家乐老板的姐

姐代俊兰，她每天都在看守院内

的车辆。“放心， 我们每天都会

有人过来看护车辆。谢先生所说

的那辆车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

损伤。但是否进水还不清楚。”

热线继续开通

今日， 成都商报将继续开

通热线86613333- 1， 如果您有

车辆被困银厂沟， 想了解车辆

情况， 只需提供车牌号和具体

停放地点， 我们将竭尽全力为

您打探爱车情况。

成都商报记

者 胡挺 实习生 田红英

在日前发布的一份26大城市平均工资排行

榜上，成都以34008元垫底，而后市统计局在回应

中称，原因在于统计口径不同。这些数据到底有

哪些不一样？为何每次平均工资发布后，老百姓

都会觉得有落差？昨日，成都市统计局人口与社

会处处长向丹详细解读平均工资数据如何出炉。

平均工资如何算出？

指标有三项 全省都是一致的

据了解，成都当前工资统计数据公布的指

标，主要涉及三项，分别为全部单位职工平均

工资、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和私营单位职

工平均工资，“这些口径可能与国内其他城市

有不同，但整个四川是一致的。”

向丹介绍，成都发布的平均工资，是全部单

位职工平均工资， 调查的范围为成都地域范围

内除个体户以外的所有单位， 包含非私营单位

和私营单位。计算办法是，用全部单位职工工资

总额，除以全部单位职工年平均人数。“因为各

个单位的在岗职工并非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统

计的是全年平均的人数，即单位每月在岗人

数相加，再除以12，得到平均数。”

每家单位都要统计？

私营单位抽取5000样本

昨日， 市统计局发布更为详细的2011年

职工平均工资的公告。2011年，成都市全部单

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4008元；非私营单位职工

平均工资41838元， 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

21527元。“我们这里所说的非私营单位职工

工资总额，就应该是之前那份榜单上所说的，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不过，成都私营单位多如牛毛，难道也

要一家家统计？“私营单位， 我们是按国家

统计制度规定采取抽样调查，2011年成都约

抽取5000个样本。”向丹说，“这些样本涵盖

各行业，并根据各行业收入不同，进行抽样

个数的调整，保证样本的科学性。”

调查范围如此之广，为什么总有老百姓

反映从没接受过调查？向丹解释说，职工工资

数据，调查对象是企业或各类单位，“数据是

由各单位提供，调查频率为每季度一次。”

为何与实际有差距？

都是税前收入 包含各种福利

每年各地平均工资出炉后， 为什么都

有老百姓表示与自己的实际感受有差别？

向丹表示，一是社会上的收入差距较大，

统计局发布的是平均数， 低收入群体被高收

入群体拉高现象肯定存在。“更重要的是，统

计的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 且包括个人交纳

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这和

老百姓实际的到账工资肯定会有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显示， 工资总额是

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

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不论是否计入

成本， 不论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实物形式

支付，均包括在内。“补贴、实物类的福利都

要计算在内，所以有所不同。”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王楠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连日来，

成都商报对东客站接站存在停车必须缴

费的问题报道后引起各方关注。 昨日，交

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东客站地下

停车场和所有其他地下停车场一样，实行

“进库收费”，即车辆进入停车场后，无论

时间长短都须交费。根据统计，每天在东

客站停车场停车不超过15分钟的车辆在

230辆左右。“我们已开始考虑制订方案，

对短时间内停放的车辆实行免费。”

不过，在免费方案正式出台前，交投

集团还需对地下停车场进行一定改造。

“高峰期地下停车场易堵车，一些本来不

停车的车辆， 可能在地下因堵车耽误了

时间，最终也只能交费，这样反而会引起

更多不满。”初步计划再增3个收费岗，同

时在高峰时段增加应急流动收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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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史上最大消防演习

101米

云梯车首秀

来自温江国家基本气象站的数据显

示，昨日成都最高温达到29℃。据省专业

气象台预报，今日白天，盆地各市多云间

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川西高原和攀西

地区多云间阴有阵雨， 其中甘孜州南部

和攀西地区局部地方有大雨。 (

王梅

)

成都市区天气预报

明日

多云

24℃～32℃

南风

1～2

级

今日

多云

23℃～29℃

南风

1～2

级

甘孜攀西今日局部大雨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建设规划已报国家发改委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疏桐）

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攀西战

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已由

省政府上报国家发改委。据悉，攀西战略

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范围包括攀枝花市

全境，凉山州的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

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以及雅安市的

石棉县和汉源县， 共3市州11个县市区，

拟规划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四川省

于2010年启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

试验区建设规划》 编制工作， 今年8月

初，国家发改委发布《钒钛资源综合利

用和产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明确

将重点开发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资源，

建设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

区。“这意味着攀西钒钛资源创新开发

上升为国家开发战略。”

红原机场开建 40分钟到成都

成都商报讯（记者 胡沛）

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阿坝红原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获悉，红原机场已在近日开建，预计明年

年底试飞，投入使用之后，成都只需要40

分钟就可直飞红原。

成都学校食堂禁售凉拌菜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冕 ）

成都中

小学将于8月31日正式开学。 昨日，市

教育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学校加强餐饮服务管理。

学校开学前将对库存的米、面、油等进

行清理。学校食堂禁售皮蛋、四季豆、

发芽土豆、鲜黄花、野生菌等高风险食

品及凉拌菜。

拟对存量房征房产税？

省地税局发声明辟谣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王楠）

近日，

有省内媒体报道，称“四川各级地税系统

正着手开展有关房产税税基评估集训，

为对非经营性消费房产的存量部分开展

征税试点做技术准备。 一旦房产税在四

川落地，存量房房产税有望随之铺开。”

昨日， 省地税局正式发表声明回应

称，省地税局并未接受过采访，也未开展

准备工作。首先，有媒体称对省地税局政

策法规处副处长郭洪麟进行了采访，但

是郭洪麟未就此事接受过任何采访；其

次，省地税局未开展文中所称的工作。换

言之， 我省并未开展针对存量房开征房

产税的提前准备工作。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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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高

车长

16.7

米

车宽

2.55

米

臂展

101

米

富

自动挡

可视倒车雷达

百公里油耗

60

升

价值两千多万元

帅

工作台全电脑操作

风速过大自动报警

七八分钟升至

101

米

价值2千多万，百公里耗油

60升。是阿斯顿马丁？法拉利？

还是布加迪威龙？ 答案是产自

芬兰的博浪涛101米登高平台

车（简称101米云梯车）。昨日，

成都公安消防局在新世纪环球

中心举行2012年大型综合体

建筑灭火救援演习， 这场成都

消防有史以来最大的消防演习

出动28个中队，390多名官兵，

101米登高平台车也首次亮相。

昨日的演习中，54米和78米云梯车

首先展开营救， 紧接着，101米云梯车伸

出四条“腿”保持平衡，在一名消防人员

的操作下，工作台慢慢伸展长臂，约6分

钟后就升高到18楼，将被困窗台的2男子

救出。据介绍，新世纪环球中心是世界最

大单体建筑之一，占地面积约1300亩,总

建筑面积约176万平方米，此次消防演习

是成都消防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消防演

习， 希望通过演习熟悉大型城市综合体

的灭火救援。

“别看这辆车身材庞大，操作起来

却相当简单。”101米云梯车驾驶员李

斌称，消防车长16.7米，宽2.55米，他们

经过10天培训才学会操作。这辆车是自

动挡，带有可视倒车雷达，工作台是全

电脑操作， 还有风速显示， 风速达到

12.5米每秒后，为避免升空危险就会自

动报警，升高到101米只需要七八分钟。

“百公里油耗60升，简直就是油耗子！”

只需1人操作 七八分钟升至101米

在昨日演习结束后， 成都商报记者

在系上安全绳后也登上101米云梯车的工

作台。“放心，稳得很，不太大的风感觉不到

摇晃。”特勤二中队中队长何建说。只见他

操作着两个操纵杆，往上一拉，长臂就升上

去， 由于昨日风和日丽， 几乎感受不到晃

动。不过，当升到95米时，记者往下一看，下

面的人和车都变得很渺小，感觉有些窒息。“操

作员必须心理素质过硬，身体条件和应变能力

也有一定要求，有恐高症的是肯定不行的。”

据成都公安消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 成都高层建筑甚至超

高层建筑也在快速发展，而根据统计，成都

市目前在建和规划的超高层项目有40余个。

同时， 高层建筑灭火也是一项世界难题，成

都消防除购置101米云梯车外， 还计划建设

航空消防站， 预计在2015年引进消防直升

机， 成立成都航空特勤中队。“除了硬件设

备，各高层建筑内部的灭火设备及内部人员

对逃生知识的掌握也相当重要。”据了解，这

辆成都最高消防车将在特勤二中队服役。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郭广宇 王效

95米高空 感受不到晃动却感觉窒息

记

者

体

验

最

大

演

习

为何每次平均工资发布都感觉有落差？

市统计局详解平均工资数据出炉过程

国道318线昨晨发生山体塌方

翻二郎山，一泡尿救了一车人

“计划在

25

日晚间抢通。” 昨日下午

6

时

许，天全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张毅介绍，昨晨

6

时

30

分许，国道

318

线

2722

公里

+400

米（小地

名：冒水孔）发生山体自然塌方，约

2

万余立方

米土石阻断道路，“现场并未发现人员伤亡和

车辆受损。这也是今年入汛以来国道

318

线天

全境内路段发生的最大一次山体塌方。”

事发后，两端分别滞留约

3

公里车流，执法

人员对这些车辆进行劝返， 并进行交通管制。

此段时间，进出甘孜州的车辆可经雅西高速到

石棉县，再经省道

211

线到雅安或泸定县。

唐瑜 张毅 周昆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爱车脱困银厂沟 商报帮你 追踪

读者来电：我的车还好吗？

“放心，每天都有人来看护”

预计今晚抢通 车辆可绕道雅西高速

东客站路牌 绕进停车场缴

3

元 追踪

东客站接人有望

短时间停车免费

抢险现场 张毅供图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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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钟后，临近新世纪环球中心的成

都消防特勤二中队率先抵达现场， 迅速

成立2个侦察小组，第一小组在单位技术

人员带领下到控制中心察看火灾位置及

消防实施启动运行情况， 第二小组到14

层侦察火情。

随后， 各方救援力量相继到场，开

展灭火救援———消防官兵利用101米云

梯车升降斗从18楼救出2人， 利用78米

云梯车安装救生滑道救出4人， 利用54

米云梯车安装缓降器救出4人， 利用绳

索“一点吊”方式救出1人。救人结束

后，35支水枪和9门举高消防车水炮出

动，开展总攻灭火，持续出水3分钟后，

将“大火”扑灭。

上午10时， 演习圆满结束。 本次演

习， 各单位共出动28个战斗中队、1个战

勤保障大队、390余名消防官兵， 调集包

括登高平台车、 屈臂云梯车、 直臂云梯

车、高喷车、压缩空气泡沫车、马基路斯

泡沫车等12台特种车辆和52台水罐车在

内的75台车辆，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

规模最大的灭火救援演习。

演习结束后， 葛红林参观了灭火救

援装备，慰问了参演人员。

葛红林说，本次演习准备充分、组织

有序，参演人员行动迅速、配合密切，通

过演习， 很好地检验了我市大型综合体

建筑、高层建筑灭火救援的实战能力。希

望大家认真总结演习成果， 重点结合我

市每一处大型综合体建筑、 高层建筑实

际情况，更精细地做好预案，更有针对性

地开展更多演习， 把我市大型综合体建

筑、高层建筑的防火、灭火、救援水平提

升到更高水平，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市领导李昆学、白刚，市长助理、市

政府秘书长毛志雄观看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