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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针对香港国泰航空近期在多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及隐患，民
航局向香港国泰航空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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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家
统计局 9日发布数据，7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
百分点。

7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当
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6.7%，
影响CPI上涨约1.95个百分点。其
中，鲜果价格上涨39.1%，影响CPI
上涨约0.63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
上涨18.2%，影响CPI上涨约0.75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27%，影

响CPI上涨约0.59个百分点）；鸡蛋
价格上涨11.4%，禽肉类价格上涨
7.6%，鲜菜价格上涨5.2%。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
降。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医疗
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
涨3.4%、2.6%和2.3%，衣着、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8%、1.5%和0.8%；交通和通信价
格下降2.1%。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7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上
月的持平转为同比下降0.3%。

据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7
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2.8%，环比上涨0.4%。从同比看，7
月CPI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这一涨幅或是年内高点，预
计未来物价上涨压力可控，仍将在合理
区间运行。

从数据来看，鲜果和猪肉价格上涨
对7月CPI同比涨幅上行助推明显。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处长董雅秀指出，7月
食品价格上涨 9.1%，影响 CPI 上涨约
1.74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3%，
影响CPI上涨约1.04个百分点。在食
品中，鲜果价格上涨39.1%，涨幅比上月
回落 3.6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
27.0%，涨幅扩大5.9个百分点。上述两
项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1.22 个百分
点。据测算，在7月份CPI2.8%的同比涨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2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6个
百分点。

尽管7月CPI同比涨幅继续较前一
个月扩大，环比较前月由降转升，但专
家认为，这或是全年物价涨幅的高点，
未来物价仍将平稳运行。

“CPI不具备进一步上涨的前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研究员张立群表示。在他看来，进一步
推动7月份CPI上涨的都是个别因素或
是季节性因素，鲜果、猪肉是食品中的
个别产品，而食品价格的基础主要是粮
食价格。我国今年夏粮丰收，食品的整
体供给保障基础比较扎实，因此个别食
品价格上涨对CPI不具备趋势性的推动
力量。

其次，从非食品价格来看，张立群
认为，7月份主要是由于学生放假，暑期
旅游增加，交通、酒店等价格上升较
多。但这种影响也是季节性的，不具有
趋势性。“总体来看，CPI的变动趋势还
是由消费品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
前供求关系保持大体平衡，有不少的领
域还是供大于求的格局，CPI未来不具
备持续上涨的动力。”张立群认为。

另外，下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会不
断减小，在此背景下，张立群预计，CPI
下半年同比涨幅或呈现稳中趋降的走
势。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也
认为，目前除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较前值
继续扩大以外，涨价预期并未向其他行
业扩散。且由于牛肉、羊肉、鸡肉对猪
肉消费的替代性逐渐增强，同时大中型
生猪养殖企业在猪价上行、利润回升的

环境下或加大补栏，这些因素可能一定
程度上缓解猪价上行对通胀的压力。
且随着夏季时令水果西瓜、葡萄，秋季
的苹果、梨等逐渐上市，水果涨价压力
正在逐渐缓解。此外，下半年非食品类
CPI同比增速可能延续上半年的小幅回
落态势，因此，7月份CPI可能是年内的
同比高点，物价整体上涨压力仍然可
控。

另外，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
指数）同比下降0.3%，环比下降0.2%，环
比降幅有所收窄。张立群认为，“这是
一个比较积极的苗头变化，也呼应了7
月份制造业PMI指数小幅上涨的态势，
说明围绕‘六稳’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
节的综合效果有所显现。”

在全年物价总体平稳，为货币政策
留有充裕空间的背景下，张立群建议，未
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工作要进一步加
大力度、抓实抓好，要把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合力于扩大内需，在积极增加有效
投资、扩大消费上充分发挥作用。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学
智也表示，扩大内需是下半年重要工作，
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力度将加大，加大力
度稳定制造业投资，加强基建补短板，有
助于宏观经济稳中向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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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上午8时 39分，在欢
呼声中，2019第十八届世警会
成都赛区的第一枚金牌诞生。
新加坡警察尼梅什在男子半程
马拉松“30岁+”组别比赛中，
以1小时9分26秒的成绩摘得
首个冠军。“今天获得这个成绩
还是很满意。有别于其他的马
拉松比赛，都江堰的赛道有很
多起伏，难度更高。”尼梅什赛
后说。

成都铁路公安局成都公安
处八里车站派出所副所长肖
强，夺得了该项目55岁以上组
冠军，成绩为 1 小时 27 分 43
秒。肖强介绍，这是他有史以
来最好的成绩，比平时快了8
分钟。

当日，世警会龙舟比赛项
目在成都金堂铁三国际赛事中
心拉开帷幕，包括中国、荷兰、
新加坡、美国、芬兰等在内的10
多支队伍参赛。其中，代表中
国参赛的成都前卫龙舟队是此
次世警会上成都公安的首发队
伍，也是第一次组队参与世警
会龙舟项目，最终斩获了1金2
银1铜4枚奖牌。

此外，落袋式台球、保龄
球、乒乓球、足球、游泳等多个项
目也在首个比赛日开赛。本届
世警会共设56个参赛项目，比赛
时间从8月9日持续到18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钟晓璐

在五花海栈道施工处，几
位工人正在进行项目收尾工
作。待景区重新开放后，82公
里长的栈道将带给游客全新
体验。

九寨沟管理局规划建设

处处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组
长李成香介绍，通过两年灾后
重建，景区内的基础设施得到
不同程度提升，特别是规划总
长度为82公里的栈道，目前
已经完成沟口到长海、诺日朗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柴枫桔 摄影报道

•目前道路一、二期的主体施工已经完成，
道路通行条件已达开放标准。

•规划总长度82公里的栈道，已完成沟口
到长海、诺日朗到五花海铺设。

探访九寨沟景区灾后重建

待2020年沟口立体式游客服务设施完工

8月9日，九寨沟管理局办公室内，类似的对话一天内出现了几百
次。放下电话，何晓燕转头向同事说：复航后，这两天电话都打爆了。
话音刚落，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地震过去两年的九寨沟景区，离重新对外开放还要多久？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接连两日就此实地探访九寨沟景区，详细了解灾
后重建恢复工作进展。

“您好，成都飞九寨航线复航了，九寨沟景区已经对
外开放了吗？”

“还没有，目前景区处于闭园及灾后恢复重建状态，
最新情况我们会在官方平台上公布。”

到五花海栈道建设。
同时，九寨沟景区新建的

生态环保厕所让人耳目一新，
比如在每个隔间里，都有一个
红色的“紧急求助”按钮，这会
让突遇身体不适的游客及时
获得工作人员的帮助。除了

人性化外，“生态环保”的理
念也处处体现。李成香告诉
记者，景区的所有生态环保
厕所均采用真空负压冲洗，
和飞机上卫生间的冲洗方式
一样，不仅用水量少，还能减
少异味。

九寨沟依然美丽。
清晨，阳光穿过青翠的丛

林，洒向碧蓝的海子，整个水
面一下子亮堂了起来，湖里的
树木、岩石清晰可见，乘车沿
着宽敞的柏油马路前行，如同
打开了一幅山水画卷。

九寨沟管理局规划建设
处副处长、道路组项目负责人
徐明才介绍，目前，沟口到长

海段、诺日朗到五花海段的道
路通行条件已经达到开放标
准。据介绍，景区内道路、管
沟、停车场项目在震后同步实
施，目前道路一、二期的主体
施工已经完成，“道路三期是
五花海到原始森林，这段是当
时九寨沟受损最严重、地质最
复杂的地带，等待相关部门批
复后就将尽快动工。”

道路一、二期主体完工

新建人性化环保厕所

正全力打造全新入园口

记者看到，在景区内道
路、栈道等主体项目进入施工
尾声的同时，入园口却是一片
忙碌的施工场景。

九寨沟管理局规划建设
处副处长陈浩然介绍，这是在
建的景区沟口立体式游客服务
设施项目，待2020年完工后，
将为九寨沟景区的保护和旅游
能力恢复提供支撑，“届时，游
客体验感将有质的提升。”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将新

建游客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26600平方米，其中包括游客
集散中心、展示中心、国际交流
中心、智慧管理中心、人防应急
避难场所、遗产景观及生态保护
国家级综合观测站等。此外，还
将新建景观及游人广场3.97万
平方米，加固改造荷叶宾馆建筑
面积4049.84平方米。

据悉，目前该项目正进行
钢架结构施工，预计今年10
月部分主体结构将封顶。

世警会战报

新加坡警察

摘取首金

制图 高翔

树正群海新貌。左侧山脚新建
有桩板拦石墙。

景区新铺设的栈道。

景区新建的环保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