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83万人。7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5.4%，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16~24岁、
24~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9.9%、4.3%。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3%，比上月扩大3.4个百
分点，是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其中，受前期生猪产能去
化、养殖户压栏惜售和消费需求回升等影响，猪肉价格同比上
涨20.2%。此外，受多地持续高温影响，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12.9%，涨幅明显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从销售看，1~7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23.1%，
降幅比上半年略有扩大，但低于1~5月份降幅；全国商品房销
售额下降28.8%，比1~6月份收窄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
降幅收窄。从投资看，1~7月份，房地产投资下降6.4%，降幅
比1~6月份扩大1个百分点，但降幅扩大幅度有所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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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整体保持恢复态势
猪肉大幅涨价的可能性不大

2022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回答热点话题

8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2年7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今年前7个月经济运行情况显示，随着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持续显效，国民经济延
续恢复态势，但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仍需加力。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会上表示，面对复杂局面，各
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时精准控制
疫情传播，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举措，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成都惊现“龙线虫”？
四川疾控辟谣

近期持续高温，市民玩水消暑比
较多，在各种水体拍到了各种细长的
虫体视频，“水域惊现疑似龙线虫？”

“可怕的线形寄生虫！”等视频在各种
网络平台播放，引起群众高度关注。

网上众说纷纭，有怀疑是麦地那
龙线虫，也有怀疑铁线虫……

对此，四川疾控专家讲解称：
麦地那龙线虫，又称几内亚虫，

成虫寄生在人体和多种哺乳动物组
织内，引起麦地那龙线虫病。该病是
一种人畜共患病，曾广泛流行于非
洲、印度等热带、亚热带地区。全球
2021年仅14例人类感染麦地那龙线
虫的病例，其中7例在非洲乍得。在我
国至今只有1例病例报告（1995年）。

自然界水体中的线虫有很多，大
部分是不在人体寄生的，少数的比
如：铁线虫、麦地那龙线虫是可以经
口感染人体。

麦地那龙线虫是人体或动物因误
食含本虫感染期幼虫的剑水蚤而感染。

铁线虫是通过饮水或吞食含有
感染性幼虫的宿主如昆虫、鱼类、螺
类等而感染。

视频中的虫体不会钻人体，吞食
含有感染性幼虫剑水蚤、昆虫、鱼类、
螺类等才是感染的关键！

根据网络发布的视频和照片，结
合流行病学、生物学形态以及常规监
测等，都不支持视频里的线虫是“龙
线虫”。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
力也表示，这些视频中的线虫并非

“龙线虫”，而是昆虫体内寄生的某种
线虫，进入了水体。

自然界中的虫虫很多，有很多是
与人和环境“和谐”共生的，所以大家
不必恐慌。

预防食源性寄生虫病要特别注意
饮水卫生，不要喝野外生水，避免生食
可能感染寄生虫的昆虫、鱼类、螺等，避
免在野外不洁水中游泳。（四川疾控）

成都机车音乐节来啦！

醇香的美酒和咖啡、动感的音
乐、复古的机车、精彩的演出……13
日晚上，2022成都户外音乐啤酒季暨
2022成都第四届机车音乐啤酒节在
新津区梨花溪文化旅游区老码头拉
开帷幕，活动从8月13日一直持续到
9月底。

据悉，本届音乐啤酒节旨在点亮
城市夜生活繁荣城市夜经济。本次活
动引进了钱江摩托、贝纳利、香帅重
机等 20 余家参展品牌，包含机车及
机车周边、精酿啤酒等展摊，现场观
众可享受到一场场沉浸式机车潮流
文化盛宴。

而美食区则聚集了新津区老码
头所在的酒吧、餐吧，以及新津区域
内的知名特色美食餐饮等一大批优
质商家资源。小龙虾、烧烤、啤酒、串
串、冷饮……琳琅满目的美食挑逗着
游客的味蕾。

据介绍，此次活动还特别联动银
行等机构，线上、线下多渠道派发专
属消费券，将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
市民。接下来的每个周末，乐队驻唱、
摇滚嗨场、抖音舞曲互动等节目将在
老码头步行街区持续上演。

温馨提示：市民前往现场时需注
意，入场时需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阴
性报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本周，龙门山区等地
易发生短历时点暴雨
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

8月15日，记者从四川省水利
厅获悉，本周，四川省主要江河来
水量将以偏少为主，持续持久高温
干旱导致用水用电需求量激增，水
库水电站蓄水严重不足，蓄水保供
压力大。同时，龙门山区、盆周山
区、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易发生短
历时点暴雨，并导致山溪洪水暴
发，引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请
区域内各单位和社会公众，特别是
度假避暑的游客要远离沟谷、山
溪，禁止下河戏水露营。

8月15日～21日，四川省主
要江河干流水势较为平稳，预计
成都、德阳、绵阳、雅安、阿坝、甘
孜、凉山、攀枝花等地部分山溪
沟和中小河流将出现小幅涨水
过程，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的可
能性小。

过去一周，四川全省降雨量
均偏少，雅安、眉山、阿坝偏少
4～6成，其余市州偏少7～9成。
8 月 8 日～14 日，四川省主要江
河水势平稳，未发生超警戒水位
洪水，来水量以偏少为主。沱江、
渠江、雅砻江上游、青衣江中下
游、涪江中下游偏少5～8成，青
衣江上游、岷江、安宁河、雅砻江
中下游、涪江上游、大渡河偏少
1～4成。

各地要全力做好蓄水保供
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优
化流域水库群的联合调度，要以
供水充分保障、电力最大保障和
发电量最高的目标来开展实时
调度，实现水资源的最高利用效
率；根据雨水情变化，抓住有利
时机，尽可能利用洪水过程多拦
蓄洪水，增加水工程蓄水量。同
时各地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
化，警惕局部短时强降雨和旱涝
急转引发的水旱灾害。水文部门
要加强水情预测预报分析，及时
发布预报预警信息，为防汛抗旱
和蓄水保供提供预测预报成果
和调度建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付凌晖表示，今年以来，房地
产市场整体上呈现下行态势，房
地产投资也有所下降。不过，各地
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合理住房需求，出台

多项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房地
产市场总体下行态势趋缓。

付凌晖表示，尽管最近有些
地方出现了房地产项目交付问
题，但从全国看，大部分施工期在

两年以上，接近交付期的房地产
开发项目建设进度保持平稳，总
体风险是可控的。

总的看，房地产市场当前
整体上处于筑底阶段。随着房
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因城施策效果逐步显现，房地
产市场有望逐步企稳，保持平
稳健康发展，对于经济的影响
会逐步改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吴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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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不住！成都成最爱“吃瓜”城市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表示，近年来，服务业已经占据
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对经
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年以来，服
务业受到疫情冲击，增长有所放
缓。从7月份的情况来看，服务业整
体上还是保持了恢复态势，但是恢
复的势头有所减缓。整体来看，服
务业继续恢复的态势是没有改变
的，随着服务业调整转型，稳增长
促消费政策的带动，服务业恢复
向好有不少有利条件。

一是现代服务业支撑作用显
现。疫情背景下，网上购物、线上教
育、云旅游等线上服务需求扩大，
企业线上服务业务增加，带动相关
服务业增长。7月份，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
比增长10.3%，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交通出行服务7月份逐
步改善。7 月份，交通运输、仓储
和 邮 政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增 长
0.3%，上月为下降1.8%，在疫情精
准防控的背景下，居民旅行、住

宿、外出就餐活动在增加，带动了
相关服务业降幅收窄。7月份，住
宿 餐 饮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下 降
2.7%，降幅比上月收窄了2.6个百
分点。

三是服务业企业预期总体稳
定。7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52.8%，虽然比上月回落，但是
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表明服务
业延续恢复态势。从市场信心来
看，7 月份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
指数是58.8%，继续位于较高景气
区间，调查的全部行业当中，业务
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两个月位于临
界点以上，表明服务业企业的信
心普遍回升。

付凌晖表示，当然，近期国际
不稳定因素频现，国内局部疫情
有所反弹，对服务业发展带来新
的挑战。下阶段，还是要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护
好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促进服
务需求恢复，加大财政金融支持
力度，助力服务业企业脱困发展。

付凌晖表示，尽管近期猪肉
价格较快上涨，但是生猪产能目
前来看总体处于合理水平，加之
市场调控引导加强，有利于稳定
供求关系，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可
能性不大。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表示，从7月份情况看，
就业状况主要呈现几个特点。

一是就业主体人群就业继续
改善。7 月份，25-59 岁成年人失
业率为4.3%，比上月回落0.2个百
分点，已接近去年同期水平，表明
就业基本盘保持基本稳定。

二是农民工群体就业好转。
针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政策持续发力，农民工失业率继
续回落。7月份，外来农业户籍人
口失业率为5.1%，比上月回落0.2
个百分点，继续低于整体失业率
水平。4月份，由于疫情冲击，外来

农业户籍人口失业率高于整体失
业率，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外来农
业户籍人口失业率快速下行，目
前已连续两个月低于整体失业率
水平。

三是大城市失业率下降。前
期受疫情冲击，部分大城市失业
率较快上升，随着疫情形势改善，
大城市就业市场较快恢复，失业
率下降加快。7月份，31个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6%，比上月
回落0.2个百分点。

四是青年人就业持续承压。
今年以来，青年人就业压力较大，
失业率连续走高。7月份正值毕业

季，大量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求职，推高了青年人失业率。7月
份，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
19.9%，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青年人失业率高，一方面企业受
疫情冲击，生产经营困难，吸纳就
业能力有所下降。尤其是青年人
就业占比较高的第三产业恢复缓
慢，制约了青年人就业。另一方
面，青年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目
前更多倾向于稳定性比较强的岗
位，求职期待和现实岗位需求存
在落差，也影响了青年人的就业
入职。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还是要
继续落实好各项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恢复，积极
助企纾困，扩大就业岗位，加大稳
就业力度，加强对大学生等重点
群体就业帮扶，推动就业形势稳
定向好。

/ 关于服务业 /
整体保持恢复态势，

恢复向好有不少有利条件

7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0.6%，比上月回落0.7
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回落，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下行
拉低了服务业生产指数。7月份，房地产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
10.8%，降幅比上月扩大了3.8个百分点，下拉服务业生产指
数1.7个百分点。第二方面是部分接触型、聚集性服务业增长
有所放缓。7月份，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4%，比上月回落2.9个百分点。主要受疫情的影响，展览、
会展、园区管理等服务活动有所减少。

/ 关于猪肉价格 / 近期价格上涨较快，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 关于青年人失业率 / 求职期待和岗位需求存在落差

/ 关于房地产 / 大部分接近交付期的项目建设进度平稳，总体风险可控

连日来，全国多地超 40℃高
温天气来袭，成都的高温天气已
持续一段时间。截至昨天16时，成
都市最高气温达到了 43℃，出现
在简阳市，这也是成都有气象记
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热情”的夏天，让防暑降温
商品迎来热销。除了传统的冰粉、
冰激凌、防晒帽、清凉沐浴露成交
额增长超 100%外，冰上运动、制
冷杯、挂脖风扇等同样备受欢迎。

夏日解暑，
成都成最爱“吃瓜”城市

夏日最凉爽的时刻，无非是在
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后，来一瓶冰镇

饮料，或者一根雪
糕。成都多日的高温，

让雪糕、饮料等降暑食品
迎来消费热潮。记者走访成都

市内多个超市、便利店发现，市民
进店后径直走向冰柜购物的为数
不少。

“最近这段时间，买雪糕的人
明显增多了，大概是之前的一倍
多。”雅堂小超便利店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除了雪糕热销，冰饮同样
受欢迎，几乎用不了半天时间，就
需要往冰柜中添货。京东数据显
示，高温天气下，清凉饮食受到消
费者欢迎。冰粉、制冰模具、乳品
冷饮等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
100%，冰淇淋、冰棍、制冰机成交
额同比增长超过70%。

除了雪糕、冰饮，夏季的时令
瓜果同样备受欢迎。拼多多数据显
示，进入7月以来，该平台水果生鲜
的销量一路攀升，西瓜成为单品销
量第一的夏季水果，羊角蜜、哈密

瓜，甜瓜、荔枝等时令水果的销量
环比增幅均超过90%。在购买西瓜
单品的地区中，成都、重庆、武汉、
南京、济南等城市排名前5，成都成
为最爱“吃瓜”城市。此外，熟食凉
菜的销量在这个夏季增速也尤为
明显，裙带菜、外婆菜、水煮花生、
盐水鸡等环比增幅均超过120%。

成都地区防晒帽销量
同比增长超150%

进入夏季，防晒就成了热门
话题。今年夏季，伴随着全国多地
高温，掀起了一波防晒用品消费

“热”潮。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以

来，夏日清凉型消费明显“升温”，
防晒帽、防晒服、速干衣成交额同
比增长 152%、64%、66%。除了防
晒，成都地区的消费者也非常注
意保持身体的清爽。其中，清凉沐
浴露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100%。
家具用品中，冰丝四件套、夏凉被

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除了防晒清爽用品，高温天

气，很多人希望随时拥有清凉的
感受，随身携带、职场办公、车载
等场合使用的小型清凉电器热
销。制冷杯、挂脖风扇成交额同比
增长133%、105%。

高温天气，空调、风扇仍然是
必不可少的居家办公用品。拼多
多数据显示，在该平台家居家电
品类中，“防蚊降温”成为平台用
户的主要消费诉求，花露水、电蚊
香、凉席、蒲扇、风扇、冷气扇、空
调等品类的订单增幅显著。其中，
二三线城市最爱买空调，四五线
城市则成为冷气扇消费增长最快
的地区。

此外，记者注意到，高温天气
并没有影响人们的运动热情。京东
数据显示，该平台冰上运动成交额
同比增长162%，游泳用品、户外装
备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55%。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注意！8月15日起，
成都摩托车这样通行

为切实加强成都市摩托车的管
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8月15日，成
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关于
摩托车交通秩序管理的通告。具体通
告如下：

一、禁止三轮摩托车、三轮轻便
摩托车以及发动机排量 150 毫升以
上的两轮摩托车（警用、抢险等特种
用途摩托车除外）在成都市绕城高速
（G4202）以内（含绕城高速）区域的道
路上行驶。

二、未取得入城证的摩托车全天
禁止在成都市三环路以内（不含三环
路辅道）以及成都高新南区剑南大道
以东，科华南路、世纪城路、世纪城南
路以西，天府四街、天华二路以北（含
上述道路），三环路以南（不含三环路
辅道）区域内的道路上行驶。

三、摩托车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注册登记、核发行驶证和号牌
禁止上道路行驶。

四、禁止擅自改变外形和已登记
的有关技术数据的两轮摩托车、三轮
摩托车以及两轮轻便摩托车、三轮轻
便摩托车上道路行驶。

五、驾驶、乘坐摩托车应当佩戴
安全头盔，驾驶摩托车应当各行其
道，驾驶摩托车载物应当遵守载物规
定，驾驶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
追逐竞驶违法行为。

六、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七、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有效期3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成都人对冰粉一直喜爱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