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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餐

饮业食品安全促进中心承办的
“2018年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工程
示范企业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

交流会上，餐饮业食品安全促
进中心的发起方中国烹饪协会和
联合利华饮食策划，邀请餐饮服务
行业企业以及食品安全专家、学者共
同研讨交流，在解读行业政策的基
础之上，介绍餐饮企业食品质量安
全管理的经验及具体的实施做法，
共同探讨餐饮行业可持续发展。

当日，中国烹饪协会与联合利华饮食策划还
共同发布了餐饮业食品安全促进中心2017年度画
册《撸起袖子加油干，助力餐饮食品安全》，盘点了

促进中心成立以来在餐饮食品安
全领域所做出的努力。

餐饮业食品安全促进中心的
联合发起单位、联合利华饮食策划
中国区总裁张海涛先生表示，“食
品安全是联合利华饮食策划可持
续行动计划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
分。餐饮食品安全的建设需要持
续的投入、科学的理念、多方的参
与、社会的共治，作为中国餐饮行
业的一份子，联合利华饮食策划有
决心为餐饮食品质量安全的建设

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有信心在与中国烹饪协会以
及肩负社会使命的餐饮行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共筑健康美丽中国。”

提升餐饮质量 18家餐饮企业交流质量安全提升经验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

联合利华饮食策划中国区总裁

张海涛为示范企业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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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冯浕）7月 19日，由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主办，崇州市人民
检察院承办的成都市检察机关服务保
障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崇州宣言”发
布会在崇州市举行。

会上，“成都市人民检察院驻大熊

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检察工作站”和
“成都大熊猫保护生态检察官团队”都
正式成立。

2015年至 2018年 5月，成都市检
察机关共受理各类动植物犯罪45件
69人，批捕40件57人。

成都大熊猫保护生态检察官团队宣布成立

早报讯 7月 19日，国家统计局成
都调查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657元，同比增长8.4%，分别高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0.5和0.1个百分点。

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和转
移净收入增长较快，分别为12864元和
2268元，同比增长9.4%和9.5%；财产净
收入为2151元，同比增长6.3%；转移净
收入为4374元，同比增长6.0%。

农村居民收入方面，2018年上半
年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876元，同比增长9.0%，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0.2个百分点。

上半年居民收入增加了，近期暴
雨也导致成都主要食品价格也涨了。
据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7月10日监
测数据显示，与暴雨前夕6月30日相
比，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中，上涨的
多达20种，涨价面已接近7成，12种蔬
菜价格涨幅超过10%，其中，本地菜价
格涨幅最大，如本地丝瓜上涨66%，四
季豆、黄瓜、豇豆、茄子涨幅都超过
30%。

同时，猪肉、牛肉尽管在消费淡季
但也受到了持续暴雨的影响，价格出
现了上涨，近期猪肉批发价格上涨1元
—4元/公斤。 （沈婷婷）

早报讯（记者 冯浕）恋爱
期间向恋人借钱消费能否拒
还？近日，成都锦江法院审结
了一起情侣之间的借贷纠纷
案件，判决支持了出借人的诉
求，判令被告返还所欠借款。

2016 年 9 月，男子王某
去泰国普吉岛旅游时结识了
游客栾某某，双方一见钟情，
建立了恋爱关系。回国后两
人通过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栾某某酷爱玩网络游戏，在
认识王某后，为抢排名、买装
备，多次向王某借钱为其游
戏账号充值并保证归还。
王某虽生活不富裕，但一想
到能增进和栾某之间的感
情，仍通过各种渠道给王某
转账充值。后栾某又以为
朋友支付酒店费用为名向
王某借钱，王某为让栾某某
开心，甚至不惜使用信用

卡、蚂蚁花呗等透支取现支
付费用。5 个月过去了，王
某因信用卡透支越来越多
无力偿还，遂向栾某某催要
欠款，栾某某虽答应归还却
从未履行，且对待王某态度
越发冷淡。无奈之下，王某
一纸诉状将栾某某告上法
院要求其归还欠款。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栾
某某通过微信多次要求王某
转款支付游戏充值费用以及
酒店房费，王某先后24次向
其转账合计43522元，且栾某
某多次在微信中以“我收了
还你”、“卡补好了给你”、“到
时给你1万”等字眼表示偿还
款项，因此法院认定双方借
款关系成立生效，判定被告
栾某某返还原告王某借款
43522元。

成都城镇居民上半年人均收入21657元
同比增长8.4%，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0.5和0.1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657元
同比增长8.4%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0.5和0.1个百分点。

情侣之间的红
包、转账相对特殊，
在恋爱期间的转账
支付，并不足以一
概否定双方之间存
在的借贷关系。出
借方一定要保持理
性，切勿为了讨好
对方，超出自身经
济能力透支套现满
足 对 方 的 物 质 需
求。另外，在使用
银行卡、微信、支付
宝等工具转账时，
可在附言栏目里备
注好钱款性质，减
少后期出现不必要
的纠纷。

男子 24 次借出 4 万多元 前女友拒还
法院判令女方返还所欠借款，并提醒转账时最好备注性质

法官提醒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生 景和丽
蓉）近年来，在国家人社部、省人社厅、
市人社局的大力支持下，成都市青羊
区积极筹建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这里是全国第七个国家级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将成为各方资源交互

对接的大平台，成为各类人才汇聚的
新高地。

7 月 19 日，“海纳百川 智在蓉城
——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推介会暨签约仪式”在成都市青羊区
举行。

全国第七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亮相青羊

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876元
同比增长9.0%

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0.2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