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除公共区域的违法建筑
拆除有碍空间开放的围墙
增加开敞空间的

两两拆拆
一一增增

昨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
四川调查总队获悉，上半年，四
川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30元，同比增加967元，比上
年名义增长9.2%，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7.7%，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1.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
价格（CPI）同比上涨1.4%，涨幅
温和，继续保持低位运行。

猪肉价格是上半年热点，生
猪养殖情况如何？数据显示，从
生产情况看，生猪存栏4049.7万
头，同比下降1.1%；出栏2871.7
万头，同比增长1.9%。从养殖效
益看，生猪价格一季度急跌，6
月略有回升，目前仍处于低位
调整阶段；上半年全省猪粮比
为5.66：1，生猪养殖处于亏损区
间。肉牛价格小幅上涨，肉羊价
格明显回升，牛、羊养殖效益看
好；家禽、禽蛋价格恢复性上
涨，家禽养殖重回盈利区间。

上半年，四川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1430元，同比增加
96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2%，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从收
入类别分，居民工资性收入
5773 元，同比增长7.1 %；经营
净收入2044元，同比增长6.7%；
财产净收入754元，同比增长
16.0%；转移净收入2859元，同比
增长14.0 %。从城乡看：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88元，同比
增长9.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6783元，增长8.3%。

上半年四川人的钱都用在
了什么地方？统计显示，八大类
商品及服务全面上涨，但涨幅
在缩小，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
涨2.7%，居住类涨幅与去年同
期持平，其余五大类涨幅均低
于去年同期。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1.4%，涨幅与
去年同期持平，与历史同期数
据相比，继续延续低位运行的
态势。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平均同比上
涨4.8%，较一季度缩小0.5个百
分点。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马钊

上半年
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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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围墙铺设步道
原来的积水区变绿地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成都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财贸校区外，学校临
府城大道一侧的围墙已经拆除，从
府城大道看去，校内绿化和校外街
道的市政绿化几乎融为一体。

该点位的实施方成都高投建
设公司项目负责人周建告诉记
者，围墙4月初就拆除完毕了，共
拆除约300米长的砌砖围墙，并用
拆下的旧砖在旁边绿化带中铺设
了近百米的慢行步道，新增了休
憩座椅，为过往的市民提供休憩
空间。周建称，拆除围墙并铺设步
道和新种植绿化等工作一共只用
了七八天的时间。

而原本3米高的围墙拆除后，
取而代之的是约1500平方米的绿
化。“我们采用了南天竹、红叶石楠、
花叶万年青等灌木植物，体现该段
落的绿化层次。临街一侧我们种植
了麦冬，不仅景观效果好而且便于
管护，减少维护成本。”周建称，这些
绿植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还作为
绿篱守护着学校的安全。

周建还向记者介绍说，原来
由于学校围墙一侧低于外面道
路，雨天围墙一侧就容易积水，

“拆除围墙后，我们把围墙一侧的
地面垫高了，新种植了麦冬，缓解
了雨天积水的情况。”记者昨日在
现场看到，虽然刚下过雨，但由于

地面平坦和绿植的吸收，围墙一
侧和路边都没有积水的现象。

学校联合多部门拆围
后续将安装透明化围栏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财贸
校区这段围墙属于协商拆除，成都
高新区会同成都市规划管理局、成
都市教育局多次与学校协商，鉴于
学校经费及组织实施困难，由成都
高新区高投集团负责实施，实施过
程中也利用拆除的围墙旧砖铺设
了慢行步道，增设休息座椅，拆除
围墙后又新增绿地，改善城市环境
的同时尽量节约成本。

根据成都市规划管理局编制
的《“两拆一增”指导标准》，“有安
全防护等特殊要求的，可拆除实
体围墙后原地建设高度不超过
150厘米的绿篱”，此次成都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财贸校区拆除围墙
后就地建设了具有层次性的绿
篱，同时出于学校管理和安全的
考虑，后续还会在该点位安装透
明化的围栏。

据悉，今年高新区最终梳理
确定“两拆一增”专项行动点位约
160个，截至目前，包括成都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财贸校区这一点
位，高新区已整治完成102处点
位，共计拆除围墙约1万米，拆除
违法建筑约8500平方米，增加开
敞空间约13万平方米。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庄灵辉

据组委会介绍，首届“巅峰极
客”大赛开创性地将我国自主可控
软件和系统作为重点测试目标，比
赛全程高度模拟城市级互联网场
景，通过参赛队伍的模拟实战对我
国自主可控软件和系统进行测试。
在不间断的32个小时内，8组参赛团
队将分别扮演攻击、防御、自主可控
厂商、公共网络执法等角色，展现一
个城市遭遇网络攻击后可能诱发的
种种社会问题。

本次大赛新颖而具有挑战性

的赛制吸引了国内多支明星团队，
其中包括：获得2018WCTF国际黑
客 大 师 挑 战 赛 冠 军 的 联 合 战 队
Nu1L、成功举办过八届HCTF比赛
的Vidar-Team战队、浙江大学徐文
渊教授带队的Phrack战队以及多项
大赛中夺得大奖、由成都信息工程
大 学 生 学 员 组 成 的 本 土 战 队
Time0ops等，他们将共同争夺本次
大赛城市网络信息安全“保卫者”
的旗帜。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这家事业单位带头拆掉围墙
300米围墙旧砖变步道 新增绿地1500平米

“巅峰极客”报名结束，上万人前来“夺旗”

四川参赛队伍共407支
位列全国省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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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记者
从组委会获悉，“巅
峰极客”网络安全技
能挑战赛暨自主可
控安全共测大赛报
名已圆满结束，即将
进入第一轮选拔。大
赛自6月25日启动
报名以来，截至7月
13 日 ，全 国 共 有
3263支队伍10532
人报名参赛，争夺进
入决赛的24支队伍
名额。此外，该比赛
新颖而具有挑战性
的赛制也吸引了国
内多支明星团队，包
括联合战队Nu1L、
来自浙江大学的
Phrack、来自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的
Vidar等团队。

据悉，“巅峰极客”网安大赛的
参赛战队包括了131支国内知名安
全企业战队、7所一流网安学院建
设示范项目所在高校的24支战队
以及众多顶级网络安全竞赛知名
战队，地域覆盖了全国30个省份直
辖市，报名战队数量创近年来全国
同类赛事新高。

本次大赛四川省共有407支战
队1055人参赛，位列全国省市第
一。其中，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四

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石油
大学为代表的53所高校263支战
队，以及45家安全企业的60支战队
和40家事业单位的46支企事业单
位战队也都报名参赛。

数据显示，除了四川省外，北
京市和广东省的参赛队伍数量均
超过300支，参赛人数均超过1000
人。其中，来自高校和事业单位的
队伍总数多达2743支，总参赛队伍
比例达84%。

报名战队数量创近年来全国同类赛事新高

赛制新颖 吸引多支明星战队前来“夺旗”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16日称，为更好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我国将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
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着力稳定和促进就
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 17 个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实体经
济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的指导意
见》，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受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以及国际国内各种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就业矛盾
依然存在。

意见明确，要加强统筹施策，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对符合产业
升级方向、产品技术较为先进，但
受国际国内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影
响遇到暂时性困难的企业，采取
有效措施不裁员或少裁员的，继
续实施援企稳岗护航行动，鼓励
企业尽力稳定现有就业岗位。要
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强化失业风
险应对。充分利用就业补助资金，
按规定及时将因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贸易摩擦等受影响的人员纳
入相关就业扶持政策和公共就业
服务范围。

意见指出，要发展壮大新动
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促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劳动
者转岗提质就业；深入推进创新
创业，催生吸纳就业新市场主体；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
农民；支持返乡下乡创业，拓宽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推动新
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扩大就地
就近就业规模；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稳定和促进外向型就业；健
全联动机制，提高职业技能培训
基础能力。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7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欧
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共同主持第二十次中国欧
盟领导人会晤。

中欧双方一致认为，面对当前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和欧
盟作为世界两大主要力量和经济
体，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以规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倡导多边主
义，支持自由贸易，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与发展。

中欧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维护
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加强外
交和安全政策对话，应对共同挑
战。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支持
以规则为基础、以世界贸易组织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现
有世贸规则。双方同意建立工作
组这一沟通机制，讨论世贸组织
改革问题。双方在此次领导人会
晤期间交换了中欧投资协定清单
出价，同意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作为最优先事项，努力为投资者
建立开放、透明、公平、可预期的
商业环境。推进在环境、能源、循
环经济、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工
业、数字经济、城镇化等领域的对
话合作。同意建立中欧禁毒对话、
中欧人道主义援助对话，并就深
化葡萄酒和烈酒行业合作开展联
合可研。

中欧双方承诺加强知识产权对
话，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双方强
调致力于扩大双向开放，改善市场
准入和投资环境，推进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同欧盟发展规划对接，尽快
完成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双方
同意进一步推动在 2018“中国-欧
盟旅游年”框架下的活动，促进旅游
合作及双向人员交流。双方承诺支
持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
要论坛，继续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
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双方一致认为，
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
精神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双方一致同意发表《第二十次
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和

《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
联合声明》。

中欧交换
投资协定清单出价

同意将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作为最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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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围墙拆除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