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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
AQI指数 54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雅安、内江、遂宁、泸州、巴
中、广元、广安、绵阳、攀枝花、达州、眉
山、德阳、南充、西昌、乐山、宜宾、自贡
良：资阳、康定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3—153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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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98期：
13001010331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98期：
13000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98期：
001100110000

吴冰清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94期开奖结果：
625 直选：15101（1330）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 6：15198（1381）注，每注奖金 173
元。（657.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94期开奖结果：
62508 一等奖：73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7月17日，中国平安在新加坡宣
布，集团旗下陆金所的国际业务平台
——陆国际金融资产交易所（新加坡）
有限公司（简称“陆国际”）已经获得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原则性批准

“资本市场服务牌照（Capital Market
Securities License，简称CMS）”，正
式在新加坡开业，并将在三季度上线。

陆国际是首个将国际总部设于“一
带一路”金融枢纽新加坡的中国金融科
技企业。陆国际是中国平安以互联网
及金融科技创新模式走向国际的积极
尝试。那么，他们为何会选择新加坡？

亚洲市场吸引力强大
亚洲市场拥有强大的吸引力。陆金

所控股CEO计葵生认为，现在亚洲以外
有很多中产阶级及富裕人群想把资产跨
境投资，据测算，在未来十年，有一半以
上财富会创造自亚洲，而且一半以上由
中产阶级所创造。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应该走出去，
亚洲市场显然吸引力巨大。

新加坡作为区域金融中心，是亚洲
时区的主要交易中心，可以无缝与英美
对接，形成24小时全球交易的一环。
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基础，新加坡的法
律基础和社会的法治精神，让商业和金
融交易中的各方能够对自己的权利有
更高的自信，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更重要的是，有以严格而世界闻名
的MAS坐镇，新加坡拥有完善的监管体
系，在金融机构准入、资本要求、披露要
求、对风险控制指标要求的严格与繁复
程度、资金流动的自由程度、与其他国家
监管要求或会计准则等的接轨程度、在
岸与离岸市场的相互渗透等方面，均有
非常详细和科学的规定。

新加坡的金融衍生品非常丰富，
市场的买卖活跃。依靠着优质的基础
和设施，新加坡在常年的国际金融活
动中形成了规模效应，聚集了活跃的
金融市场。

在新加坡，通过陆国际，引入更多
国际投行等产品，对于丰富其产品线，
拓展金融业务水平，乃至未来的全球
布局，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马明哲表示，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金融枢纽，陆国际平台在亚洲发展与

“一带一路”倡议契合。此次陆国际迈出
国门，在新加坡这个“一带一路”的重要
枢纽点上建立国际业务平台，显示其成
功的、独特的商业模式有机会应用于新
加坡完备的金融体系和监管框架，接受
全球投资者的检验。

新加坡积极引入金融科技
计葵生坦言，陆金所之所以将陆

国际设立在新加坡，另一重要因素是

当地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产业发
展的支持力度。

据了解，目前，世界仅有英国、新
加坡等少数国家针对金融科技产业发
展落实监管“沙盒”措施，此举能够促
进金融科技创新与发展。

所谓沙盒监管（regulatory sandbox），
主要是金融监管部门在限定的范围内简
化市场准入标准与门槛，在确保投资者
权益的前提下，允许金融科技公司与相
关业务创新迅速落地运营，随后金融监
管部门根据这些业务的运营发展状况，
决定是否予以推广。“不过，陆国际这次
没有采取新加坡监管沙盒模式，而是申
请了证券交易、托管、投资、销售等四项
资本市场服务牌照。”

同时，新加坡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愿
景从很早开始就有设想，在互联网金融
创新方面比较前卫，视野统一。“你只需
要跟监管局的交道，他就会帮助你了解
互联网金融企业需要符合哪些规定，对
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计葵生表示。

新加坡监管基于功能，已有的框架
比较成熟，监管局效率非常高。更关键
的，MAS非常愿意跟中国金融科技企业
合作。“他们向我们学习在线的流程，比
如说人脸识别技术等这些新生事物，监
管部门有这样的学习态度，这样很好的合
作关系让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计葵生说。

陆金所布局国际市场，为何将国际总部设在新加坡？

在本轮政策红利中，有约778.1
万退休人员能实实在在看到每个月
的“工资”涨起来了。在这778万退
休人员中，包含了683.8万名企业退
休人员以及94.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

哪些人的养老金能涨？记者从
现场获悉，此次调整的人员范围为
2016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
人员。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已
死亡或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退休
（退职）人员除外。

“新政策从2017年1月1日起
执行，并在7月底之前将调整增加

的养老金发放到位。”省人社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也就是说，虽然四川调
待的通知7月发布，但今年1月至今
所增加的钱，都会进行补发。

据悉，2017年4月13日，人社
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2017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
知》，从2017年1月1日起，将调整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调整水
平按照2016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
本养老金的5.5%左右确定。当时
要求各省5月底前将调待方案报人
社部、财政部审核，待审核后，抓紧
组织实施，确保将增加的养老金发
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你必须了解的游泳安全常识
游泳是一项十分有益的体育运动，特别是

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游泳的人也随之增
多。但与此同时，因游泳溺亡的事故时有发
生。本期安全警示栏目，省安全监管局（四川
煤监局）为您整理了一些实用的安全常识，提
醒大家在游泳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证安全。

不私自游泳，不到无安全措施、无救护人
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要进
行必要的身体检查，确认身体状态良好、无疾
病，方可下水游泳。把握好游泳时间，一般不
应超过1个小时。

游泳过程中，如果抽筋或体力不支，切勿
惊慌，也不要举手挣扎，应平躺在水面上，露出
嘴和鼻子，同时深吸气、浅呼气，使身体仰浮在
水面上，用与抽筋腿同侧的手握住脚趾向上
拉，另一只手压住抽筋腿的膝盖，使腿伸直。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一定要从溺水者的侧
面游过去，千万不要从正面过去营救，以防被
溺水者抱住一同溺水。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先
要清除掉他口鼻中的泥沙，然后，救护者可一
腿跪地，另一腿屈膝，将溺水者的腹部放在屈
膝的腿上，使其头部下垂，并用手捶其背，使其
腹腔里的水流出。如果溺水者已经苏醒，要给
他穿衣保暖，并让他安静休息；如果情况严重，
要及时将溺水者送往医院抢救。

胡嘉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
岭 见习记者 罗田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
雪）今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的新生熊猫宝宝已经开始
陆续向大家报到了，作为本身
就是龙凤胎之一的雌性大熊猫

“妮妮”于20日凌晨顺利产下
了成都熊猫奥运家族的第五对
龙凤胎。截至目前，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已顺利繁育大
熊猫5胎8仔，其中包括1对双
胞胎、2对龙凤胎。

2017年6月24日，妮妮

开始出现减食反应，每天吃
少许竹笋，苹果和窝窝头几
乎不吃。

20日凌晨1点22分，妮
妮破水，并在7月 20日 5点
48分和6点33分顺利产下2
只龙凤双胞胎幼仔。大仔初
生体重203g，雄性；小仔初生
体重为91g，雌性。目前，两
幼仔声音洪亮，身体健康，都
能在妈妈处吃到奶。母亲和
幼仔各项体征良好。

7月20日下午6点，成
都南打金路口西侧斑马线
绿灯亮起，行人和非机动
车通过时，并未出现南口
辅道左转车辆与行人冲突
的混乱场景。

原来，这是成都市交
管局利用智能交通系统和
互联网大数据，在分析路
口机动车的流量和流向
后，对信号灯的相位和配
时进行优化，从而解决了
该路口南口辅道左转机动
车与西侧行人、非机动车
的长期抢道问题。

利用红绿灯时间差
先放行路口西侧行人

“路口西侧斑马线绿
灯总时长没有变，只是利
用‘时间差’，调整了信号
灯相位和顺序。”站在南打
金路口，成都交管局秩序
处优化科科长周伟潮，向
记者解释了该路口信号灯
的变化。

他介绍，原本路口东
西向直行和左转机动车同
时放行，为避免与直行车
辆冲突，西侧人行道只能
亮红灯。然而，根据互联
网大数据的分析，此时直
行车辆很少，左转车流巨
大，“对西侧斑马线上等待
的行人来说，这就是一种
时间浪费。”

该路口信号灯调整
后，缩短了东口直带左相
位时间，新增东口左转相
位，利用东口机动车左转
放行时间，允许路口西侧
行人、非机动车过街。

“东口机动车左转相位
25秒后，紧接着是南口直

行相位15秒，西侧路口行
人、非机动车充分利用这
40S通过后，南口信号灯才
变为左转相位。”周伟潮说，
通过信号相位、顺序的调
整，实现西侧路口行人、非
机动车先放行，南口辅道
左转车辆再通过的改变。

利用大数据分析
调整信号相位和配时

“上跨、下穿地面的信
号灯路口，左转机动车与
行人、非机动车过街冲突
长期存在。”周伟潮说，基
于这一背景，成都交警按

“一点一策”原则，采用“双
待模式+信号配时”优化的
思路，将南打金路口作为
首个试点，对该路口的信
号灯进行了优化。

周伟潮说，此次成都
交警利用智能交通系统和
互联网大数据，对信号灯
的相位、顺序和配时作出
调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
让行人通行更安全，汽车
通行更畅通。”

据悉，成都交警还将
在一环路水碾河路口、一
环路双林路口、红星跨线
桥路口等点位，对信号灯
相位和配时进行优化。

此外，在南打金路口的
信号灯柱子下方，记者还看
到了一个特别的控制箱。
打开箱门，里面有1到7的
数字按钮。据介绍，当路口
特别拥堵的时候，执法民警
可按钮调整路口所有信号
灯，以缓解拥堵状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杨力 见习记者 曹
菲 实习生 江珊 摄影报道

四川778.1万退休人员涨养老金
人均涨幅5.5%左右

第1 连涨3

四川养老金已经连续提高了13
年，退休人员的生活将越来越舒坦。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四川从2005年起开始调整企业
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到今年
2017年，已经实现了“13连涨”。值
得注意的是，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
标准在经历了11次10%的涨幅之
后，2016年执行的是按6.5%左右，
而今年的涨幅进一步下调至5.5%。

对于调整幅度的变化，这位负
责人解释，每一年的调整比例，都
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和物价
水平决定。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计发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个因
素：一是缴费年限的长短，二是根
据缴费基数的高低，三是根据退休
时间的长短来决定。

例如一个人如果在2016年退
休，他的退休工资则按照2015年全
省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
平来计算。如果他在2017年退休，
他的退休工资则是按照2016年全
省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
平来计算。在同样的缴费年限下，
晚退休一年，企业人员的退休工资
会相对增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
秋凤 见习记者 罗田怡

喜大普奔！四川退休人员养老金又要涨了。7月20日，记者从
省人社厅获悉，四川从2017年1月1日起，为全省企业及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以下简称“调待”），总体增幅为2016年
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的5.5%左右。约778.1万四川退休人员将享
受到这一福利。

四川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调待仍采用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适度倾斜的办法。除了每人每月增加45元，退休人员
还享受“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额外补贴。同时，高龄、艰苦边远地
区、军转干部等企业退休人员将得到“特殊照顾”，他们的养老金每
月还将继续提高。

据悉，这是继2005年以来，四川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的“第
13连涨”。

去年12月31日前退休适用
新增养老金7月底前发放到位

调整
对象

人均增幅5.5%左右
根据不同情况上下浮动

调整
幅度

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度倾斜
定额部分每人每月增加45元

调整
办法

退休人员的钱包里能增加多少
钱？据悉，本次总体增幅为2016年
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的5.5%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人
的养老金都可以增加5.5%。根据
不同情况，这个比例也会上下浮
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人的具
体所得要根据调整办法和公式进行
计算。

举一个例子，一名75岁的企业
退休人员，他的缴纳年限是35年，
假如他2016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

基数是3000元。那么，他每月的养
老金将增加194元。这笔账是怎么
算出来的？

该退休人员增加的养老金包
括5个部分，分别是定额调整的45
元；3000元的基本养老金的1.8%，
也就是54元；15年缴费年限，也就
是 15元；超过的 20年，每年增加
2.5 元，为 50元。此外，他已经超
过70岁，属于高龄退休人员，每月
再增加30元。这些一共加起来是
194元。

调整
趋势

四川连续13年
提高养老金

成都最新试点：
大数据优化红绿灯配时
解决斑马线“人车冲突”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94期开奖结果：466，单选89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1044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0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84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11、05、01、22、24、20，蓝色球号码：02。一
等奖9注，单注奖金7021235元。二等奖98注，单
注奖金232029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
746247204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妮妮”生了龙凤胎
成都熊猫奥运家族第五对龙凤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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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按国家统一规定，今年调
待仍采用定额调整、挂钩调整、适度
倾斜的办法。

定额部分每人每月增加45元，
适用于所有退休人员。挂钩部分按
照“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适
用于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
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后退休的人
员。一方面按2016年12月的基本
养老金为基数增加1.8%；另一方面
按缴费年限，缴费年限15年及以下
的每满1年增加1元，超过15年年
限的每满1年增加2.5元。

此外，如果你属于下面三类人
群，养老金还会更高一些哦！高龄、
艰苦边远地区、军转干部是3类重

点倾斜人群。其中，高龄退休人员
按照“满70不满80岁、满80不满
90岁、满90岁以上”三个高龄段分
别增加30元、60元、100元；2016年
度新增的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
员按照“1-2类、3-4类、5-6类”三
个类别分别增加 40元、50元、60
元；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继续按照中
办发〔2003〕29号文件予以倾斜，确
保其基本养老金不低于全省企业退
休人员平均水平。

值得关注的是，机关事业单位
2014年9月30日及以前退休的人
员采取另外的调待办法：均以本人
2016年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
增加3.3%。

南打金路口试点，利用大数据调整路口信号灯配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