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探访：
报废单车堆积如山

“我们已经拉了好几天，听老板
说是拉走当废铁卖掉，放着也是占地
方。”正在监督装车的货车司机告诉
记者，包括他在内，有几名司机轮番
负责驾驶货车把这里废弃共享单车
运走，这样的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
天。记者看到，现场有两辆挖掘机专
门负责碾压及装运废车，有三辆货车
在旁等待装货，其间不断有货车进出
废厂，节奏很快。

记者目测货车上已经被装运的

共享单车以及场内待运的废车，以
ofo居多，还有少量其他品牌单车。

工作人员：
受ofo委托清运废车

记者联系上该报废厂相关人员，
对方表示：现场大概有三千辆小黄
车，该厂为小黄车的车辆报废合作
方，此地长期堆积废弃小黄车。近期
由于城管要求需要清理场地，由小黄
车联系该厂，在近两天完成集中报废
工作。

对于网友爆料中所提到的，这
批小黄车将以 15元每辆的价格回

收，以及后续是否会有更多小黄车
进行报废，对方表示“只有领导才
知道”。

随后，记者采访附近居民了解
到，这片区域近半年内一直堆放着大
量小黄车，近几天突然有货车频繁出
入，把这些废弃车辆运走。至于谁在
负责运输、要运往哪里，附近居民表
示并不清楚。

ofo回应：
这些单车已达报废年限

几千辆单车集中处理，是否如
传言那样被当做废品变卖？此次

报废车辆如此之多，是否会影响到
正常运力？对此，记者求证了ofo，
ofo 相关负责人回应，此次报废清
理属于政府监管下，企业对车辆的
正常管理行为，涉及车辆只占成都
投放量的非常小一部分，已达到报
废年限。

而对于此前“ofo将退出成都市
场”的传言，ofo也做了回应：将在努
力经营单车业务的同时，拓展更多业
务可能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越熙王婷 实习生 赵紫萱

废弃共享单车
当废铁卖

ofo 回应：这是正常的报废清理

？
5月8日，有网友向记者爆

料，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学府二段
的一处拆迁工厂内，堆积如山的
报废小黄车被压扁装车，等待废
品厂以 15 元每辆价格回收运
走。随后，记者实地探访该处报
废厂，目睹了报废小黄车被碾压
装走的过程。

看专题报道

扫二维码

5月8日，成都一处废弃共享单车堆放点，一辆货车将报废单车装载运走。

一辆挖掘机在清理报废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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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在媒
体融合进入“深水期”的当下，传统媒体
创办的客户端往哪里发展？如何在AI
时代打好错位战？怎样在传媒生态急剧
演变的时代成功抢占“手机屏”？

5月8日，在山东临沂举行的中国报
业发展大会暨中国报业协会五届五次理
事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媒体
人齐聚一堂，共商新时代中国报业融合
发展之路。此次会议以“全媒新时代、发
展高质量”为主题，来自人民日报、新华
社等国家级媒体和全国各地的省、市级
报业精英参会。会议颁发了全国报业大

调研优秀成果奖，封面新闻报送的《智媒
体建设的“封面”路径》荣获一等奖，并在
会上作了主题分享。

2018年5月，中国报业协会按照中
宣部大调研总体部署，组织开展了为期
一年的“抓痛点、谋实策”全国报业大调
研，面向全国报社征集痛点药方，200余
家报社积极响应，分享自身的融合、转型
经验。中宣部领导同志给予了相关调研
文章充分肯定。

调研结束后，经评委会严格评审，并
结合网络投票，评出全国报业大调研优
秀成果特等奖5篇、一等奖10篇、二等

奖20篇、三等奖25篇、组织奖10个。在
8日举行的中国报业发展大会上，获奖
名单公布，封面新闻报送的调研报告《智
媒体建设的“封面”路径》荣获一等奖。
该报告从媒体融合的问题梳理、封面新
闻打造智媒体的目标等方面，介绍了封
面新闻用人工智能重构新闻信息生产与
传播全流程的实践。

会上，封面新闻负责人分享了封面
新闻成立三年来的智媒体打造之路。“科
技是引领，智媒体是核心，新型文化业态
是支撑。”封面新闻负责人表示，目前，封
面新闻已实现推荐算法、机器写作、机器

生成语音、人脸识别、图像识别、智能营
销，“变内容引领为技术引领，用新技术
生产新内容，构建‘科技+媒体+文化’生
态体。”

据了解，全国大调研活动期间，共收
到调研文章130余件，中国报业融媒研
究中心精心编辑，发表了58篇作品。包
含封面新闻案例在内的优秀成果集《王
者融归：媒体深度融合56个实战案例》
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形成了
较大的影响力。封面新闻的智媒体案例
也成为56篇案例中唯一聚焦智媒体建
设的成果。

5 月 8 日，“大变革×小趋势”
2019四川互联网+餐饮峰会在成都举
行，10余位来自互联网与餐饮行业的
专业人士，围绕餐饮大变革与小趋势发
表了演讲。本次峰会还发布了《2019
成都餐饮商圈趋势报告》，并揭晓了
2019四川餐饮品牌商业价值奖和活
力品牌奖。

探讨餐饮大变革与小趋势
本届峰会首次设置全天会议，上午

下午共两场。演讲嘉宾涉及资本运营、
商业综合体选址、品牌创意、品类挖掘、
特许加盟、供应链管理等方面。

番茄资本创始人卿永现场分享餐饮
投融资与创业趋势，他分析了国内外上
市餐饮企业的数据，认为影响餐饮企业
上市的两个核心：一是财务、业务、法务
都规范；二是供应链的成熟。龙泉吾悦
商管公司总经理朱仓庆重点分析了餐饮
行业与购物中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餐
饮业态仍是商场的“发动机”。成都嗨盟
嗨里狗联合创始人韩小龙分享了餐饮连
锁企业通过互联网招商实现裂变发展的
经验。

上午场的创业对话分享环节，En
space创始人樊斌带给观众社交消费
时代下关于生活美学空间的新思考。
都氏·二当家品牌创始人张瑞都就餐
饮品牌中的文化传承做了阐述。随后
的圆桌论坛环节，海汇盛锦集团公司

董事长、蜀大侠创始人江侠，成都幸福
生活真正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伍俞多也参与进来，分享了他们的
餐饮心得。

下午场的峰会重点聚焦餐饮实务运
营。章鱼小数据创始人谭海林以数据
为基础，分享了产品升级与研发之道，
他认为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重构餐厅
系统。上海中申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郭
霁传授了连锁餐饮企业特许加盟和异
地扩张如何规避法律风险的经验。无
厨川菜供应链创始人蔡通汉分享了餐
饮供应链迭代的新思考。靠谱会创始

人、原道资本创始合伙人何炯则从大消
费投资出发，详细阐述了资本和餐饮行
业的关系。

八届峰会助力四川餐饮发展
四川互联网+餐饮峰会成功举办八

届。本届峰会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成都范儿、天虎科技主办，成都餐饮
同业公会、成都餐饮研究院、吾悦广场
联合主办，同时还得到了章鱼小数据、
番茄资本、宅门学社、原道资本、靠谱
会、上海中申律师事务所、西部文化科
技创新融合研究院、无厨供应链、成都
科华明宇豪雅饭店、活动行、苏宁超市、
四川奥深智慧科技、邀拍云摄影的特别
支持。

会上，主办方还评选出2019四川
餐饮品牌商业价值奖，分别是都氏·二
当家、最巴蜀泉水鱼、马老幺市井鲜火
锅、唐宫、码头故事火锅、小红袍、灭绝
师太市井火锅、李不管把把烧、三牦
记、蜀大侠火锅、大侠行江湖火锅文化
殿、醉码头火锅。2019四川餐饮活力
品牌奖，则由嗨椒堂·江湖菜、得劲儿
焖烤肉串、叁口煮酒都老火锅、灶门坎
把把烧、不站花胶鸡、冒大仙、吃城都
鲜鱼火锅摘得。

因为干货满满，全天会场座无虚席，
不少参会者从上午一直听到下午。“每张
PPT都想拍照回去学习消化。”“每一分
钟都在输出干货，笔记都记不赢了。”“嘉
宾PPT能分享吗？”……会后，多位嘉宾
成为现场观众追捧的对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鑫

成都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
6月底4个工作日内完成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在线记者
张明海）5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住
建局获悉，日前该局出台暖心便民措
施，将多项业务接入“天府市民云”
APP实现网上即办，今年6月底实现
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全过程在4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一次提
交、全面共享”不再重复提交材料。

在与市民密切相关的个人事项
办理方面，将购房登记申请、个人住
房信息记录全域查询、商品房预
（现）售网签合同备案查询、房屋租
赁备案等政务服务事项，接入“天府
市民云”APP，依托天府通自助机、
自助查询机等实现服务群众事项网
上即办。

针对不动产（二手房）交易等方
面，4个工作日完成不动产（二手房）
交易登记。具体而言，将原“购房资
格审核、房源核验、办理网签、交易
审查”四个环节合并为“房屋网签备
案”一个环节；实现商品房、存量房
买卖合同网签备案和房屋抵押合同
网签备案即办；积极配合市效能办
推进“一窗式”改革，实现房屋交易、
纳税和不动产登记只收取一套资
料、提出一次申请、事项一窗办结，
今年6月底实现房屋交易与不动产
登记全过程在4个工作日内完成。

而办事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
也无需在后续流程中重复提交。住
建信息化综合应用平台下的所有系
统迁移至政务云，通过数字住建一
张网，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结果
互认，实现相同信息及材料“一次提
交、全面共享”；推行后证认前证制
度，行政许可中前面流程已提交材
料，后面所有流程都不再要求申请
人重复提交。

在建设项目审批方面，今年6月
底前，在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将工
程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
程总时限控制在90个工作日以内，
其中部门行政审批时间控制在40个
工作日以内，施工图审查、竣工测绘、
水电气通信等中介服务和市政公用
服务用时控制在50个工作日以内。

我省今年为企业
“减负”逾千亿元

“今年4月开始，增值税税率由
16%降至13%，保守估计，全年可以
为我们减轻负担1000万元以上。”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军说。

记者从省财政、经信等部门了
解到，今年我省为企业“减负”力度
加大。全年减税降费将超过586亿
元，是去年的两倍多。生产要素成
本方面，今年要为企业降低成本600
亿元以上。两者相加，今年我省为
企业减负将逾千亿元。

据了解，我省今年减税降费政
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实施大规模
的增值税减税政策；实施大范围
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费减免；全
面落实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
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和
收费负担。

省财政厅厅长陈炜说，增值税
减税是今年减税的核心，与其他行
业相比，工业企业从中受益最直接、
减负最明显。据了解，社保费率也
在降低，5月1日起，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由19%统一降低至16%；
在降低要素成本方面，以电价为例，
我省出台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
策；在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方面，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由37项缩减为 3
项，减幅达91.89%。

“减税降费有力助推了工业高质
量发展。”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
长陈新有说，今年一季度，与去年同
期相比，我省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增长
17%，软件业务收入增长14.4%，技
术改造投资增长11.1%。

据新华社

酒后拍摄发布辱警视频
内江一女子被拘留5日

华西都市报讯（孙溢 记者 昔兴
琪）朋友酒后驾车被查，女子黄某知
道后心生不满，赶到现场趁酒兴拍
摄了两段交警依法履行职务的执法
视频，分别配上辱警文字，上传发布
在交友软件里泄愤。5月6日，内江
市资中县公安局依法对网上发布辱
警信息的网民黄某处以行政拘留五
日的处罚。

4月26日晚9时许，黄某和朋友
在内江市西林大桥桥头卓尔超市旁
某餐馆吃饭。期间，黄某的一名朋
友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正在桥头设卡
盘查的交警查获，黄某为朋友酒驾
被查感到很气愤。

趁着酒兴，黄某赶到现场拍摄
了两段交警依法履行职务的执法视
频，分别配上辱警文字，上传发布在
交友软件里泄愤。

黄某酒醒之后，觉得自己当时
的行为很冲动，担心视频和文字在
网上传播出去会造成不良影响，遂
自行将发布的视频和文字删除了。

经查，两段视频和文字截止到
自行删除时已被网民点击播放1175
人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
资中县公安局5月6日作出决定，对黄
某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全国报业大调研
封面新闻荣获优秀成果一等奖

探讨餐饮大变革与小趋势
四川互联网+餐饮峰会干货满满

5月8日，2019四川互联网+餐饮峰会在成都举行。

观众正用手机拍摄嘉宾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