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四川

以房管人 人口数量按实有统计

11月30日前 四川摸清人口“家底”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漫步蜀南竹海 享受夏季清凉

———“雪花自然之美 开启快乐之旅”第二站蜀南竹海顺利结束

“雪花自然之美 开

启快乐之旅” 旅游攻略

有奖征集活动揭晓后，峨

眉山、都江堰和蜀南竹海

3条路线在众多旅游攻略

中脱颖而出， 成功入选

2014“雪花自然之美 开

启快乐之旅” 体验游终

极路线。随即，华润雪花

啤酒启动 “雪花自然之

美 开启快乐之旅”开箱

有礼活动，让更多的消费

者与自然之美亲密接触。

继6月雪花自然之美体验

游的第一站峨眉山之旅

完美收官后，本月26日，

来自成都、绵阳、雅安、乐

山、广安等四川各地的八

十多位中奖消费者踏上

了“雪花自然之美 开启

快乐之旅” 体验游第二

站———蜀南竹海。

核心

提示

翠甲天下的蜀南竹海，竹景与山水、湖泊、瀑

布、崖洞、寺庙、气象、地质、民居交融，自然生态

与历史人文并重，清风摇曳，竹影婆娑，四季宜

游。清凉的竹林，潺潺的溪水，引得八十二位雪花

消费者迫不及待想要去享受自然的清爽，他们都

是整箱购买雪花自然之美促销装产品的获奖者。

大家早早在洗面桥等候，在等待的过程中纷纷交

流起自己的中奖心得以及行装准备。

下午到达蜀南竹海后， 雪花消费者畅游在盘

旋弯曲的小径上，听水鸣鸟啾，观绿竹野花。大家

一路漫游，一路领略自然之美，观竹林、踩溪水、穿

越瀑布，清新的空气中饱含竹叶的清香，凉意激爽

着肌肤，沁入心脾。“我是做运输行业的，每天要在

车里坐十几个小时。夏天在车里就像坐在蒸笼里，

让人很难受。这次来蜀南竹海，不仅有青山绿水相

伴，还能畅饮冰爽雪花啤酒，什么烦恼都抛在脑后

了。”消费者张先生称，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能

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欣赏到更多四川的美景。

离开钢筋森林，回归自然怀抱

蜀南竹海的精彩不仅有瑰丽的青山绿水，还

有各种美食，饕餮竹宴。雪花自然之美体验游的

主办方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 “熊猫大

餐”———全竹宴，竹花、竹荪、竹荪蛋、鲜笋等取

之于林，个中滋味余味无穷，再加上清爽的雪花

啤酒，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消费者熊小姐一

直都是雪花啤酒的忠实粉丝，经常在雪花啤酒的

官方微博微信上参加活动，这次她也是雪花自然

之美活动的中奖者，她表示“竹海不仅有漫山遍

野的竹子，溪水，还有饕餮美食。这次雪花啤酒组

织的蜀南竹海游果然给力， 不仅让我赏美景，更

一饱口福。回去后，不仅要继续支持雪花啤酒，还

要告诉周围的朋友这个好活动，让他们也有机会

来参加一次！”

白天尽享美食美景，晚上更有篝火晚会，畅饮

雪花啤酒。整场晚会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除了啤

酒与美食的搭配，还有啤酒竞饮、愤怒的小鸟等有

趣的互动游戏掀起一阵又一阵高潮。 轮到最后一

项活动“卡拉OK”时，全场气氛达到高潮，尤其是

一位女士精彩演绎王菲的《催眠》后，气氛瞬间到

达顶点，大家情绪高涨，纷纷登场，忘情地载歌载

舞，不少消费者高呼“果然是高手在民间！”

据悉，此次“雪花自然之美 开启快乐之旅”

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凡整箱购买“雪花自然之

美 开启快乐之旅”促销装产品，便可获得箱内有

奖刮卡，百分百中奖，更有机会“开启”下一站的

特色景区体验游。雪花邀请您一同参与，共同领略

四川美景的自然之美，开启你我心中的快乐之旅。

舌尖上的蜀南竹海，饕餮盛宴缤纷呈现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截至今年7月，

全省公安机关共采集人、房、业信息8500余万

条，涉及2500万人口，争取在11月30日前基本

实现“应采尽采、全面覆盖”的目标，建立实有

人口“全覆盖”管理新机制，完成全省“人房

业”基础信息采集工作。据悉，长期以来，公安

机关人口管理工作一直以人口的户籍信息为

基础，随着人口流动加快，人户不一致已成为

一种普遍现象，仅靠户籍人口信息记载的相关

信息已不能找到人、不能管住人。

以实有房屋为核心

建立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2013年3月以来，四川省公安机关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全面开展“一标三实”（标准地址、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基础信息采集

“攻坚战”。“一标三实”系统的建立，实质就是

在户籍人口信息系统基础上，以实有房屋这个相

对固定的载体为核心，建立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

统。民警通过“一标三实”信息采集，相当于对全

省人口的数量分布、实际居住地址、从业单位等情

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普查，是对整个公安基础工

作乃至社会管理基础工作的一次重构，通过信息

化手段建立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人口管理工作

新机制，推动公安工作从“以户口管人”向“以房

管人、以业管人”管理模式的转变。

各级公安机关按照“以房管人”、“以业控

人”理念，对辖区内的所有房屋进行一次地毯

式的排查摸底，逐房、逐户、逐人核对并采集信

息，全面采集掌握房屋内实际居住人员、从业

人员的基本情况，并录入警综平台，实现“以房

找人、以人找房，查房知人、查人知住”的目标。

海量信息咋获得

主要以入户方式采集

去年，公安机关曾对宽窄巷子进行了一次全

面清查。该区域内户籍人口有900多人，实际居住

的仅有50多人，而外来从业人员达到数千人。

今年5月31日， 德阳市旌阳区公安分局旌

阳派出所基本完成了辖区内的基础信息采集

工作。昨日，旌阳派出所所长王周鑫告诉记者，

辖区户籍人口约50600人， 人户一致的22136

人，人户一致率为43.7%。

那么， 如此海量的信息是如何获得的呢？

王周鑫称， 社区民警与外包公司相互配合，主

要以传统入户的方式进行采集。对于敲不开门

等情况，公安机关有两大措施予以弥补，一是

借助工商、文化、税务、住建、广电、社保等部门

共享信息，二是利用警务获得人口信息。

旌阳派出所是从去年8月开始 “一标三

实”信息采集工作的。王周鑫说，之前，门牌号

存在错误、缺失、不标准等问题，此次信息采集

工作首先就要编制新的地址标准，并请民政部

门确认。据了解，七段式标准地址便于计算机

内部编码、统计和查询，有望成为今后户籍、身

份证及所有社会管理的基本地址库。

人户不一致

建管理新机制

1�人口信息更准确 方便管理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派出所工作指导支队

支队长杨林说，随着“人房业”基础信息采集

工作的完成，将实现人口住址、房屋、单位信息

的关联查询，人口信息更为准确。有了实有人

口“全覆盖”管理新机制，既方便公安机关的

管理，也有利于新的社区民警尽快上手。

2�有效管理流动人口

《四川省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办法》将于今

年10月1日施行， 明确了公安机关及相关政府

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在

人口信息登记、申报和管理中的责任及法律后

果，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全面采集登记流

动人口基本信息，为“一标三实”的信息采集、

维护和更新提供法制保障。 对于流动人口而

言， 今后户籍地所在派出所和实际居住地派出

所可信息共享，有了更准确的信息，派出所在出

具相关证明时将有据可查， 有望解决流动人员

跑冤枉路的问题。

3�有助于公共资源配套

杨林说，“人房业” 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完

成后，将把信息提供给相关部门，作为医疗、教

育、商业配套的数据支撑。西南交大区域经济

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戴宾认为，这些数据

将能真实反映一定区域内的人口密度，对论证

公交车是否开行、菜市场大小、学校和医院的

筹建等公共资源配套有积极影响。

全省“人房业”基础信息采集 将带来哪些好处？

“走廊医生”人事争议仲裁案 昨日庭审

“走廊医生”事件 追踪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

昨日，绵阳市涪

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举行仲裁庭审，

公开审理兰越峰诉绵阳市人民医院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案。兰越峰申请恢复人事关系，请求裁决

绵阳市人民医院向其道歉，恢复名誉，同时支付

2012年2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差额工资264480

元，以及津贴、福利报酬及经济补偿金等。经过长

达7个小时的庭审，仲裁委将择日依法作出裁决。

据了解，5月6日， 绵阳市人民医院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解除与兰

越峰医生聘用合同的决定》。 兰越峰对医院决

定持有异议， 于6月26日向绵阳市涪城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仲裁的书面申

请。涪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

立案。按照仲裁程序，仲裁庭曾于7月18日组织

双方进行庭前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活动

编辑 邵洲波 余兰 王可然

美编 梁琼 蒋利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七夕情人节快乐！

爱她，买件“宝贝”送她吧

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买够网联合打造的“七夕珠宝直销惠”后天开幕

产品包含翡翠、和田玉、碧玺、珍珠、南红玛瑙等 同款产品均为同城最低价

直销惠时间

直销惠地点

直销惠产品

直销惠承诺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直销惠翡翠价格

为啥这么低？

品质完全保证！ 价格空前便宜！

两者兼具的 “七夕珠宝直销惠”，最

高可让您省钱80%。这是为什么呢？缘

与翠公司总经理李新兵说，最大秘密

就在于他们的“工厂价直销模式”。

什么是“工厂价直销模式”？李新

兵以翡翠为例说， 就是前面是销售店

面，而后面就是加工车间，自己收购玉

料，自己加工自己销售。这种模式最直

接的效果就是让翡翠的价值得到回归，

因为几乎不涉及其他中间环节，这样的

模式下销售的价格肯定要低不少，也让

翡翠的价格最大程度地贴近了价值，

“最高省钱80%也就水到渠成了。”

客观上看，缘与翠的“实价”翡翠

对市场的冲击不可谓不大，“暴利”被

打薄，这种实惠能否持久？面对疑问，

李新兵解释说， 在制定工厂价直销的

策略之前， 缘与翠对于市场的消费心

理进行了长期调研。最好的东西，比如

那些价值几十万上百万元的翡翠，数

量有限，无法形成规模，几十元、百余

元的低档货，也没有太大利润。真正需

要撬动的市场是几千元、 几万元的这

种中间市场， 这部分市场的消费者有

消费需求， 埋单却很谨慎。 虚高的价

格， 实际上吓退了这批潜力不小的消

费者。 那么缘与翠就利用自己的上游

资源优势，把价格透明化，实在化，算

清楚消费者心里这笔账， 就很容易拉

动这部分需求。

本次直销惠的翡翠A货做到了微

利和零中间环节， 每件货只保持最低

的毛利率， 这与很多同业几倍甚至上

十倍利润相比，确实“吃了眼前亏”，

但单件货品的利润下来了， 总的销售

额却冲到了行业领先。“缘与翠就是

要用这种‘实在价’，换取消费者的一

个信任和信心！”李新兵表示，有了这

种信任， 公司本身的价值就会合理而

加速增长，这才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

成都商报记者

疯狂的“石头” 能不能 “返璞归

真”？翡翠能不能让普通老百姓买得起？

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买够网联

合打造的 “七夕珠宝直销惠” 给出答

案：能！活动主办方联手国内第一家翡

翠直销企业———缘与翠公司，以“工厂

价”销售翡翠、和田玉、碧玺、珍珠、南红

玛瑙、银饰。

缘与翠公司表示，本次直销惠展售

的翡翠饰品都是来自缅甸的天然翡翠A

货，每一款都配有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

鉴定证书，像身份证一样标识着翡翠的

“纯正血统”。 产品全部由工厂直达顾

客， 减少中间经销商层层加价的环节，

有效解决了翡翠价格虚高的问题，“我

们的价格比市场价低70%～80%。”缘与

翠公司还承诺，如果您买的翡翠无任何

损坏，可在7日内退换货。

揭秘

本周六（8月2日）是“七夕”情人

节，这是一个属于情侣、夫妻的特别日

子，这是一个属于爱的浪漫日子。在这

个特别的浪漫的日子里，送她（他）什

么样的礼物好呢？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一个“讨好”她

（他）的珍贵礼物，没关系，一个有好礼

物的好去处正等着您———就在七夕头

一天（8月1日），由成都商报《社区电商

周刊》、买够网联合打造的“七夕珠宝

直销惠”将正式开幕。爱她，就送她可以

养生的翡翠镯子；爱他，就送他可以提

升气质的碧玺……

成都商报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

持续4天的“七夕珠宝直销惠”，将推出

翡翠、和田玉、碧玺、珍珠、南红玛瑙、银

饰等产品， 同款产品均为同城最低价！

其中，所有翡翠均为缅甸A级货，每件产

品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直销

惠的价格比市场价低70%～80%！

多年来，珠宝中的翡翠引发不少市民

和收藏人士诟病， 主要集中在价格虚高、

漫天要价、难以识别等。六年前，听说玉能

养生的市民潘女士想买一只翡翠镯子，她

看了几家大商场后有些“绝望”：“太贵

了，稍微看得上眼的翡翠镯子，不花几万

元根本打不住。”

在潘女士看来，翡翠的价格真是高

不可攀。成都一名专业从事翡翠鉴定的

专家也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现在市面

上部分翡翠饰品，基本上是翻了好几倍

价在销售，价格确实存在“虚高”成分。

在成都从事多年翡翠生意的周先生

表示，这几年翡翠价格之所以涨得离谱，

其中多为人为因素炒作， 近几年的拍卖

会上， 动辄上千万元的翡翠拍品收槌价

令人慨叹。 记者查阅国内近年来有关天

价翡翠的报道，其中2013年6月亮相武汉

的一个名为“绝代风华”的翡翠套链最

让人瞠目结舌———总价值高达3亿元。

翡翠：一块疯狂的石头

活动：一场空前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