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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丁霞 报道
本报 9月 10日讯 10日上午，5G

城市综合执法应用创新实验室签约暨
“天际锐眼”智慧执法平台研发工作站启
动仪式举行。青岛市委常委、青岛西海岸
新区党工委书记、区委书记王建祥，青岛
西海岸新区管委主任、区长周安出席仪
式。
5G城市综合执法应用创新实验室

及“天际锐眼”智慧执法平台研发工作站
是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与中国移
动青岛分公司、瑞源集团合作，以建设数
字智能综合执法体系为目标，进一步实

现综合执法深层次改革，提高新区城市
管理精细化水平，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
设的具体措施。
5G城市综合执法应用创新实验室

通过5G技术应用试验，把无人机巡航技
术通过车载中继站升级为总控室远距离
遥控指挥；通过移动云存储技术，逐步推
进全区违法建设、住宅小区、临街商户门
头、河流水库、海岸线的数字建模及大数
据管理，为实现“非现场执法”创建基础
数据库；对目前综合执法人员使用的电
子执法装备实施升级，适配5G信号，重
点在执法记录仪和无人机搭载摄像头方

面引入新技术应用。
目前，中国移动青岛分公司已经

在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及瑞源集团架
设 5G基站并安装解码转换器，开通云
存储，架设专线，相关实验工作也已展
开。据了解，“天际锐眼”智慧执法平台
研发工作站由瑞源集团投资建设，新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供体系架构理论
支撑和执法实践场景。该工作站综合
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空巡、车载监控
测绘等，对综合执法涉及的土地、矿
产、海洋、河道、交通、景区、工程、违建
等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控，并进

一步突破固定监控抓拍方式，自主研
发AI识别取证技术，真正实现“非现
场执法”模式。
“天际锐眼”智慧执法平台以开放式
端口方式，主动衔接各类区级监管平台，
力争实现行业监管与执法办案的全流程
对接、执法办案与公示公开的全方位对
接。平台于今年6月启动建设，8月中旬
完成基础硬件建设，8月下旬开始软件
开发，目前“综合执法进小区”管理模块
已开发完毕,初步实现执法数据对接区
审批监管执法一体化平台、商事主体信
用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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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青岛市CPI同比上涨2.7%
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六升二降”，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涨幅最大

□半岛记者 娄花 报道
本报9月10日讯 9月10日，记者

从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获悉，2019
年 8月，青岛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 I）同比上涨 2 . 7%，环比上涨
0 . 5%，涨幅均较 7月收窄0 . 3个百分
点；1～ 8月份累计比去年同期上涨
2 . 5%。分类别看，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同
比分别上涨9 .6%和1 .0%；消费品和服
务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 .5%和1 .3%。
与上年同月相比，8月份居民消费八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升二降”。其中，
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7.3%，涨幅居
八大类之首，影响CPI上涨约2.13个百分
点，对CPI的贡献率约为78.6%；衣着类、
居住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医疗保健类、
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0.1%、0.6%、2.6%、3.0%、6.7%；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分别
下降0 .4%、2 .5%。
与7月相比，8月份居民消费八大类

商品和服务价格“六升二降”。其中，食品
烟酒类价格环比上涨1 .1%，影响CPI上
涨约0.34个百分点，是推动8月CPI环比
上涨的主要因素；居住类、生活用品及服
务类、交通和通信类、医疗保健类、其他用
品和服务类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 . 1%、
0.2%、0.9%、0.5%和2.1%；衣着类、教
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环比均下降0.3%。
与上年同月相比，食品价格上涨

9.6%。其中，猪肉及其副产品、禽肉、鲜瓜

果等价格涨幅明显，水产品价格则略有下
降。与7月相比，食品价格环比上涨1.2%，
其中，受天气、节庆及供求关系影响，鲜菜、
猪肉、鸡蛋等主要食品价格不同程度上涨；
鲜瓜果和水产品价格则有所下降。
鲜菜价格环比上涨，因高温天气及台
风过境等因素，8月部分蔬菜的生长、运
输、储存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导致8月份
青岛鲜菜价格环比上涨9.9%。其中，在主
要鲜菜品种中，油菜价格涨幅最高，环比
涨幅达49.6%，韭菜、黄瓜、茄子、西葫芦

等价格环比涨幅也均超过20%。
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与7月相比，8

月畜肉类价格整体上涨，其中猪肉和畜
肉副产品类价格分别上涨 15 . 7%和
8 . 5%；与上年同月相比，猪肉和畜肉副
产品类价格分别上53 . 4%和32 . 8%，
涨幅十分明显。
8月鸡蛋价格环比上涨9 . 0%，涨

幅继续扩大。据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
青岛消费市场鸡蛋均价为11 . 22元/千
克，已接近历史最高点。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国
家统计局 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 . 8%，涨幅与7月
相同。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

格同比七涨一降。8月份，食品烟酒价
格同比上涨 7 . 3%，影响CPI上涨约
2 . 14个百分点。其中，畜肉类价格同
比上涨30 . 9%，影响CPI上涨约1 . 31
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46 . 7%，影
响CPI上涨约1 . 08个百分点）；鲜果
价格上涨 2 4%，禽肉类价格上涨
9 . 6%，鸡蛋价格上涨3 . 8%。此外，鲜
菜价格下降0 . 8%，为同比连续上涨
18个月后首次转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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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7%、2 . 3%和 2 . 1%，衣着、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 . 6%、1%和 0 . 7%；交通和通信价
格下降2 . 3%。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 .8%，降幅比7月扩大0 .5个百分点。

■相关新闻

8月份全国CPI
同比上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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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老师。”青岛以琳康教展
能中心孩子们简单的四个字，却让在场
的所有老师红了眼眶。他们，是一群特殊
的幼师群体，面对一群特殊的孩子，有的
不会说话，有的不会交流，即便简单的一
个词，一句话，一个动作，他们不知道要
重复地教多少遍。与普通学校不同，他们
享受不了“桃李满天下”的满足感，但看
到孩子们喊出“老师”二字，便已无憾。
“愿用我们的绵薄之力表达对这群特

殊老师最大的敬意！”在9月10日教师节到
来之际，青岛啤酒有限公司带着100箱最
新开发的健康饮品王子海藻苏打水来到青
岛以琳康教展能中心，向这些坚持在特殊
教育一线的老师们带去慰问。
“可能教孩子们叫‘老师’，都要反复

近百遍，而且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009年，80后女孩石磊来到了青岛以
琳康教展能中心，成为了一名特教教师，
这一待便是十年。800余位孩子，430余
名老师，这是青岛以琳康教展能中心的
现状。由于孩子的特殊情况，很多事要重
复几十次甚至几百次，一天下来，老师的
嗓子经常被累哑。青岛以琳康教展能中
心行政总监聂文琰说，让这群孩子走出
一条自尊、自立、自强的新路，是以琳老
师们最大的心愿。为了帮助这些特殊儿
童，以琳的老师往往比普通的老师们要
付出更多。他们要找到与这些孩子交流
的特殊方式，走进他们的世界，指导他们
唱歌、学习、培养生活的独立性，一遍又
一遍、一次又一次，只为让孩子们学到更

多的知识和生活技能。
“再苦再累，听到孩子们的一声‘谢
谢’，做什么都值得了！”石磊说，每个“星
星的孩子”背后是一个家庭的痛，当这些
孩子经过学校教育，行为习惯有了点滴
进步，都能给孩子的家长们带来无限的
鼓励和信心。
“亲临老师上课现场，有超一半的老

师嗓音是沙哑的，真正体会到老师们的
辛苦。”青岛啤酒健康饮品事业总部张政
近距离参观了这群特教老师的工作状
态，“老师在培养下一代的同时一定要照
顾好自己，希望我们的海藻苏打水能为
老师的健康助力。”
“老师们像涓涓细流灌溉了下一代，
他们也需要健康水的灌溉，我们这次就

带来了青啤最新研发的健康好水——— 王
子海藻苏打水，为这些可敬可爱的特教
老师们注入新鲜活力。”100箱最新研发
的王子海藻苏打水被送到了以琳学校。
青啤王子海藻苏打水选自崂山优质水源
为主体，赋予了现代海洋科技萃取的海
藻精华，充分发挥海藻活性物质抗氧化、
强免疫的排毒净化功效。这款产品由青
岛啤酒生物发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管华诗院士领衔的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
究院两大国家级实验室联合研制，填补
了我国海洋大健康饮品空白。
青啤在这个特殊的节日给老师送来

节日的祝福，让老师们可以通过日常补
水，让健康润物无声。愿我们可爱可敬的
老师们，节日快乐！ 马克

爱，让星光“闪耀”

青啤百箱“健康水”慰问特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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