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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四川 CPI 上涨 1.3%
猪肉价格下跌 22.0%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第四次会议

抗震救灾绝不能有丝毫松懈
四川经济日报讯 8 月 10 日下午袁 省委书
记尧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王东明在九寨沟
县主持召开指挥部第四次会议袁 研究部署下一
步抗震救灾工作遥 省委副书记尧 省长尧 省抗震
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尹力出席会议遥
会议听取了阿坝州尧 九寨沟县尧 九寨沟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关于前一阶段抗震救灾工作进展和下一步
工作安排的汇报遥
会议指出袁 灾害发生以来袁 在党中央尧 国
务院坚强领导下袁 全省各地各有关方面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尧 张高丽副总理
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扎实抓好

人员搜救尧 伤员救治尧 游客疏散转移尧 受灾群
众安置尧 基础设施抢通保畅尧 次生地质灾害防
治尧 救灾资金物资保障尧 信息公开等各方面工
作袁 抗震救灾有力有序有效推进袁 取得了重大
阶段性成效遥
会议指 出袁 下一步 工作 任务 仍然 艰巨繁
重袁 各方面要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袁 把抗震
救灾工作进一步抓实抓细抓具体袁 绝不能有丝
毫松懈遥
一要继续千方百计开展搜救工作袁 加大地
毯式排查搜救力度袁 确保不留死角遥
二要继续千方百计救治伤员袁 确保所有受
伤群众都得到及时救治袁 切实减少受伤人员死

亡率和致残率遥
三要把妥善做好群众安置作为下一步工作
的重中之重袁 按照 野五有三防冶 的要求袁 坚持
科学选址尧 注重避险避让袁 确保安置点安全袁
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尧 有水喝尧 有衣穿尧 有被
盖尧 有临时安全住处遥
四要深入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工作袁 发挥好
基层干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袁 当好群众主
心骨袁 进一步做好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工作袁
引导受灾群众感恩奋进袁 确保灾区社会和谐稳
定遥
五要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袁 全面落实防灾减
灾各项部署袁 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力度袁 坚决

避免出现新的人员伤亡遥
六要在抓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袁 坚持从
灾区实际出发袁 及早谋划和组织开展灾 损评
估尧 规划编制尧 恢复重建等后续工作遥
七要继续加强宣传引导袁 广泛深入宣传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尧 国务院对灾区干部群众
的关心关怀袁 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袁 宣传四川人民特别是
灾区干部群众积极乐观尧 不怕困难尧 坚韧不拔
的可贵精神袁 进一步凝聚起打赢抗震救灾硬仗
的强大合力遥
省领导曲木史哈尧 邓勇和省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遥
渊张宏平冤

野8窑8冶九寨沟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抗震救灾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闫新宇冤昨日下午
5 点袁野8窑8冶 九寨沟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第
二场新闻发布会袁省委常委尧农工委主任尧抗震
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曲木史哈发布相关新闻遥
省政府新闻办主任房方主持发布会遥 曲木史哈
介绍袁截至 10 日 13 时袁九寨沟地震造成 20 人
死亡袁431 人受伤袁不少基础设施尧城乡住房和旅
游景点不同程度受损遥
曲木史哈介绍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要求袁在党中央尧国务院坚强领导下袁在中央
有关部委和社会各界尧军方的大力支持下袁省州
县各级各部门特别是灾区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
力尧共克时艰袁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开展袁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遥

员携带 6 台流动地震台赴震区加强监测遥 启动
地震灾害气象服务玉级应急响应袁 成立应急工
作组赶赴灾区袁开展应急气象保障服务工作遥继
续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地震次生地质灾害进行
深入细致拉网式排查遥
目前袁 九寨沟县范围内排查复核原有隐患
点 227 处袁有变形加剧隐患点 9 处袁发现新增隐
患点 33 处遥各工作组立即对变形加剧隐患点开
展监测工作袁划出危险区范围袁制定避险转移路
线遥全省 32 支矿山救护队处于临战状态袁确保
一旦发生险情或事故迅速有效处置遥

开展地毯式搜救
431 名受伤人员得到救治

如何妥善安置灾区群众钥曲木史哈介绍说袁
坚持安全第一袁在漳扎尧永乐等 17 个乡镇袁设置
安置点 249 个袁临时安置群众 23477 人遥对集中
安置点群众袁实行集中供应袁保障生活所需曰对
分散安置群众袁按政策给予每人每天 1 斤粮尧20
元钱的临时生活救助遥通过多种方式袁及时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袁确保群众有饭吃尧有水喝尧有衣
穿尧有被盖尧有临时安全住处遥
同时袁加强救灾资金和物资保障遥中央财政
已紧急拨付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1 亿元袁国
家发展改革委下达紧急补助资金 6000 万元袁省
级财政安排应急抢险专项资金 5000 万元袁妥善
解决受灾群众过渡安置期基本生活遥 迅速启动
救灾物资应急调运预案袁 已调运棉被 3000 床尧
棉衣裤 3000 套尧帐篷 2000 顶尧折叠床 1000 张尧
睡袋 3000 个遥目前袁灾区救灾和群众生活日常
生活用品能够正常保供遥

地震发生后袁 我省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地毯
式人员搜救袁 组织当地救援力量 2500 多人尧青
年志愿者 420 多人袁 投入大型机械 90 多台套袁
并从周边市县调派警力 1500 多人袁会同当地救
援力量逐村逐户开展搜救遥 截至目前最新发现
的失联人员有 4 人袁 在保障给养和安全的条件
下袁留下特警尧蓝天救援队员等继续搜救遥
同时袁集中力量救治伤员遥组织华西医院尧省
人民医院尧省骨科医院 3 支医疗救援队 41 名医疗
专家紧急赶赴灾区袁并成立医疗救治前线指挥部遥
目前袁灾区共有医疗卫生救援人员 548 名袁省内共
派出医疗救援队 15 支袁西部战区也派出精干医疗
力量到达救灾现场遥 因灾受伤的 431 人全部得到
救治袁其中重伤的 40 人已有 38 人转移到成都尧绵
阳等地救治遥还剩 2 人由于不便移动袁正在当地医
院救治遥另外袁大规模转移疏散游客和外地务工群
众袁 已累计转移疏散游客和外地务工人员 6 万多
人渊含 126 名外国游客冤遥

严防次生灾害
排查复核隐患点 200 余处
在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方面袁 我省加强与中
国地震局会商研判震情形势袁 派出 5 名工作人

九寨沟县 7.0 级地震

特别报道

我省 21 市渊州冤城市医疗集团
到 2020 年基本建成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闫新宇冤 为进一步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袁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袁 日
前袁 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 叶关于推进医疗联
合体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意见曳遥 根据该 叶意见曳 ,
到 2020 年袁 21 个市 渊州冤 的城市医疗集团基本
建成遥
叶意见曳 提出袁 2017 年袁 我省将启动以城市
医疗集团尧 县域医疗共同体尧 专科联盟尧 远程医
疗协作网为主要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袁 三级公
立医院发挥引领作用袁 探索对纵向合作的医联体
等分工协作模式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等多种方式袁
引导医联体内部初步形成较为科学的分工协作机
制和较为顺畅的转诊机制袁 基本搭建医联体制度
框架遥 各市 渊州冤 至少建设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城
市医疗集团袁 选择 1-2 个县 渊市尧 区冤 探索开
展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遥 全省建设呼吸尧 牙科尧
儿科尧 妇产科等 6-8 个重点专科联盟遥
到 2020 年袁 不同级别尧 类别医疗机构间建
立目标明确尧 权责清晰尧 公平有效尧 长期稳定的
分工协作机制袁 建立责权一致的引导和监管机
制遥 21 个市 渊州冤 的城市医疗集团基本建成袁
全面建设县域医疗共同体袁 基本建成覆盖临床主
要学科的专科联盟遥
据悉袁 医疗联合体是指在保持资产归属关
系尧 行政隶属关系尧 财政投入渠道不变的情况
下袁 不同级别尧 类别医疗机构之间袁 通过纵向或
横向医疗资源共享尧 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医疗机构
联合组织遥

设置安置点 249 个
加强救灾资金和物资保障

九寨沟基础设施毁坏大
需做生态评价
曲木史哈说袁 目前要做好灾后重建过渡区
的安置工作袁 包括目前住房没有损坏但是有面
临滑坡危险的群众袁 我们也会帮助他们去到安
全的地方遥
对于备受关注的九寨沟景区受损情况袁 曲木
史哈说袁九寨沟基础设施毁坏确实很大遥生态方面
还需要相关专家来做评价袁 评价后的结果一定会
向社会公布遥 而对九寨沟景区的恢复也会在专家
的指导下进行袁在保证生态优先的情况下进行遥本
次地震从目前来看对大熊猫影响不大遥

加紧施工疏通道路
8 月 10 日袁武警交通一总队三支队战士在操控机械进行碎石遥
当日袁九寨沟县至九寨沟景区的道路滑坡险情不断袁尽管疏通任务艰巨袁武警交通一总队三
支队尧中铁一局等道路施工队伍仍加紧施工疏通道路遥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深化物流供给侧改革 成都野五招冶优化物流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程磊冤昨日袁成都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野耶成都产业新政五十条爷系
列新闻发布第八场――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
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物流政策
措施的实施细则冶新闻发布会袁明确成都如何全
面深化物流供给侧改革袁 推动企业降低全程物
流成本袁营造有利于产业发展的物流环境遥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
力争五年内国际渊地区冤航线达到120条
野现代物流是培育产业生态尧提升产业能级
的关键要素袁是重塑城市经济地理尧发展开放型
经济的重要支撑遥冶成都市口岸与物流办公室杜
进有介绍袁本次发布的叶细则曳更加注重国际物
流通道网络构建遥
在国际国内航线网络构建方面袁 加密开行
国际航线袁 重点开通至欧美澳非亚的战略性国
际客货运航线袁力争五年内国际渊地区冤航线达
到 120 条曰进一步加密国内航线袁实现与国内通
航城市航线全覆盖遥
在国 际国 内班列 网络 构建 方面 袁 加快 布
局支撑成都向西向南开放格局的战略性铁 路
物流通道袁 稳定开行以中线蓉欧快铁为主线袁
以 成 都至 俄 罗 斯 的 北 线 班 列 和 成 都 经 中 亚 尧

西亚 至欧洲的南线班列为辅线的西向国际班
列网络体系遥

增强国际枢纽能级
大力发展全货机定期航线
为强化国际货运能量的提升袁叶细则曳提出袁
在支持航空货运加快发展方面袁 大力发展全货
机定期航线袁 在开航培育期内对新开洲际航线
等新开航线给予一定奖励曰增加全货机运力袁对
符合条件的新设立基地货运航空公司渊分公司冤
等按标准给予一定奖励遥
在支持铁路货运加快发展方面袁 对货量较
大尧需求稳定的大型制造企业尧商贸企业尧货代
企业按照量价捆绑原则在基准运价基础上给予
优惠遥 对省内通过国际班列运输至欧洲及中亚
的货物以及返程到成都后分拨到省内的货物袁
在省内运费上给予补助遥

提升口岸通关服务
争取设立成都天府保税物流中心渊B 型冤
叶细则曳 从整体提升口岸通关服务入手袁进
一步优化企业通关环境袁 增强口岸通关便利化
水平遥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李洋冤 7 月份袁 高
温尧 暴雨天气对四川物价影响不明显遥 当月四川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渊CPI冤 环比无涨跌袁 同比
上涨 1.3%袁 涨幅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遥 这是
记者昨日从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获悉的遥
同比看袁 7 月食品烟酒类价格下跌 1.5%遥 其
中袁 鲜菜价格涨幅最大袁 上涨 12.0%曰 猪肉价格
跌幅最大袁 下跌 22.0%曰 禽肉类价格下跌 4.2%袁
水产品价格上涨 4.6%袁 鲜果价格上涨 7.5%袁 酒
类价格上涨 4.1%遥
而衣着类价格上涨 2.7%袁 居住类价格上涨
2.6%袁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跌 0.2%遥 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4.7%袁 医疗保健类价格
上涨 4.5%袁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 3.4%遥
环比看袁 食品烟酒类价格下跌 0.4%袁 衣着
类下跌 0.3%袁 居住类上涨 0.1%袁 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上涨 0.1%袁 交通和通信类下跌 0.3%袁 教育
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1.5%遥
此外袁 7 月份袁 四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 渊PPI冤 同比上涨 6.7%袁 涨幅比上月扩大 0.7
个百分点曰 环比上涨 0.1%袁 与上月相比由降转
升袁 高 0.3 个百分点遥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渊IPI冤 同比上涨 7.7%袁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
分点曰 环比下降 0.2%袁 与上月相比降幅缩小 0.1
个百分点遥
1-7 月袁 我省 PPI 同比上涨 5.7%袁 与 1-6
月 相 比 涨 幅 扩 大 0.2 个 百 分 点 曰 IPI 同 比 上 涨
8.1%袁 与 1-6 月相比涨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遥

在口岸设施布局方面袁 根据需要适时向国
家申报新建配套口岸设施袁 有序拓展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袁争取设立创芯综合保税区尧成都天府
保税物流中心渊B 型冤等开放型经济发展平台遥
在拓展口岸功能方面袁按照野应有尽有尧提
前建设冶原则袁尽快建成适合航空运输尧陆路运
输的各类特殊进口货物指定口岸遥
在提升口岸服务方面袁 加快推进四川 渊成
都冤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改革袁扩大海关自主
报税尧自助通关尧自动审放尧重点稽核试点范围遥
推动电子口岸建设袁2018 年实现国际贸易野单一
窗口冶服务和一体化通关袁公布口岸作业流程和
全程清关时限袁推行口岸野7伊24 小时冶通关遥

提升物流现代化水平
建设绿色仓储设施最高补贴500万元
为提升物流现代化水平袁叶细则曳提出袁对在
物流集中发展区内建设标准化多层坡道仓库尧
冷链仓储设施和符合国家标准或国际认证的绿
色仓储设施的企业袁 按照仓储设施建设投资总
额的 1%给予一次性补助袁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遥
支 持供 应链 管理企 业在 物流 集中发 展区
设立区域分拨中心袁 对在物流集中发展 区内

建设仓储设施的供应链管理企业袁 按照 仓储
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 1%给予一次性补助袁 最
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曰 对租用 5000 平
方米及以上标准化仓库给予每月 5 元/平方米
补助袁 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每月 10 万元袁 补
贴期限 2 年遥

创新物流组织模式
进一步解决配送末端能力不足等问题
叶细则曳 从创新物流组织运作模式入手袁进
一步解决物流综合成本高尧 配送末端能力不足
等问题遥
在完善城乡配送体系方面袁 对大型零售商
贸企业配送模式转变尧现代物流技术应用尧标准
化仓库租赁尧标准化集中配送车辆购置尧新能源
车辆推广应用尧 城乡配送末端公共服务站点建
设等给予支持遥
在提升多式联运组织效率方面袁 加快实施
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袁 引进培育多式联运集
成服务商遥 探索推进中欧班列多式联运 野一单
制冶和国际陆路联运提单野物权化冶袁推动建立高
标准国际陆路贸易规则遥推广集装箱运输尧甩挂
运输等先进运输组织模式和 野无车承运人冶野无
轨营业部冶等新型运营模式遥

乐山全部工业增加值
到 2021 年将超 1000 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渊记者 蒋培路冤 日
前袁 乐山市委市政府出台 叶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转
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曳袁 并下发 叶加快推
进工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若干政策曳袁 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袁 加快推进乐山工
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遥
叶意见曳 明确袁 要坚持 野工业发展与生态建
设和谐共赢尧 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齐抓共进尧 市
场决定与政府引导有机衔接尧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
破并重并举冶 四条基本原则遥 同时提出袁 到
2021 年实现 野总量结构显著优化尧 绿色水平显
著提升尧 质量效益显著提高尧 创新能力显著增
强冶 四个显著主要目标遥 到 2021 年袁 全部工业
增加值达到 1000 亿元以上袁 工业投资累计完成
2000 亿元以上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计划总
数达到 1000 户袁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和主营业务
收入均达到 2500 亿元以上曰 煤炭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例大幅下降袁 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上升至 38%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年均增
长 9%以上袁 利税年均增长 10%以上曰 新增国家
级技术研发平台 3 个以上尧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0 家遥
而 叶政策曳 则从建立产业发展基金尧 支持重
点项目建设尧 支持环保能力提升尧 支持重点环保
企业发展等十二个方面出台措施袁 条条真金白
银袁 政策优厚袁 时效 5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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