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提醒

扫码下载成都

商报客户端， 进入

“投诉”频道，点击

“投诉求助戳这里”，

上传你的投诉。

安全问题

有居民抱怨 老人易绊倒

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多居民都没

去在意车锁问题。 不过不少居民也表示，“院落

老人多，晚上灯光弱，走在路上很容易就会被这

些地锁绊倒。”据市民喻先生介绍，虽然街道办

和派出所取缔过几次，但是都没能取缔得了。

“先到先得，很多人都是占着作数。”院落

居民胡先生表示，从两年前的第一把地锁安装

后，就有很多人效仿，现在一些年轻人开车回

来看老人，车都没地方放。“老旧院落，管不下

来。”院落居民表示。

“把全域成都的美食浓缩成21种味道，推

荐给广大游客，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由成

都商报发起的“21味成都”大型评选活动受到

成都旅游协会高度关注和盛赞。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了解到，活动一经推出后，众多市民和

网友的参与热情让 “成都商报”APP人气爆

棚，新津的一家鱼头火锅店老板甚至主动报名

来打擂台“秀技”。

21种味道代表成都 创意倍儿棒

“成都本身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美食之

都，成都商报的这个活动，让老百姓自己来投票

选出心目中的21种味道，以代表成都美食，这个

活动创意倍儿棒。”资深旅游专家，成都旅游协

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温儒杰对成都商报举办的

“21味成都”大型评选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和认可。他表示，作为西部知名的大型旅游协会，

成都旅游协会现有120余名专家、学者以及700多

家会员单位，将全力支持商报这一活动。

“旅游这个行业，本身就包括了吃、住、

行、游、购、娱，吃什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 是游客旅行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温儒杰看来， 不同于以往跟美食有关的活

动，“21味成都” 大型评选活动将选出色香味

俱佳的成都味道，向海内外游客提供最精华的

成都美食盛宴，不仅对全域成都的餐饮业是一

次极大的促进，对旅游产业的链条拉动作用也

是巨大的。这个活动不仅可以网罗成都各个区

（市） 县的美食精髓，“我个人甚至觉得这个

活动还有可能挖掘出成都目前一些失传的菜

品，让一些美食得到很好的传承。那这个活动

的意义就更加非同凡响了。” “‘21味成都’

不仅能宣传好成都的美食，还很好地向广大游

客传播了不能留下舌尖上的遗憾，将十分吸引

游客慕美食之名畅游成都，将精选的成都美食

一网打尽。”

鱼头火锅老板主动“秀技”

“成都商报搞的这个‘21味成都’太好

了，我们必须来参加，展示我们水城新津的美

食特色。”新津县俏鱼头砂锅鱼头火锅店的老

板敏国俏主动报名参选，并把自家店铺的招牌

拿手菜拿来PK，势要展示他们家独到的味道。

俏鱼头在新津的安西镇，“这里本来就是

‘鱼头火锅的故乡’， 虽然我们这家店都只能

算一个新秀，但是非常受食客的喜欢。”在敏

国俏看来，春天去梨花溪踏青，爬爬老君山，最

好再吃点河鲜，美滋滋地回家，爽翻。

据老板介绍， 他们家的砂锅是用荥经砂

锅，红色汤汁也是独家配方调至而出，花椒、海

椒、豆瓣、香料……都是上等的原材料，慢火熬

制，至于蘸碟嘛，“那里面用的材料就更多了，

反正就是要让吃起来带香，麻辣又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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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温江万春卤菜、郫县杨鸡肉、成都天府新区

直管区的荷叶蒸酱肉……一个个让人口水滴答

的美食就在你的手机里———今日， 由成都商报

主办，成都餐饮同业公会、四川省美食家协会协

办的“21味成都·2015市民最喜爱区域名菜”大

型评选活动正式在“成都商报客户端 ”上线，

在过去的报名期间，由成都19个区（市）县以及

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联合的200多家餐

饮企业和数百道菜品参与活动， 首批上线菜品

今日呈现在“21味成都”活动主题页面，市民可

以为自己喜欢的美食投上一票。

机动车时代， 人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

追求美食的吃货们怎么只能关注身边的美食？

因此，投票期间市民每天可以投5票，但每个区

（市）县只能投一票，可投不同区（市）县。住

在成华的朋友们也要关注“旁边”新都区或锦

江区的投票进展喔！说不定，旁边区县就有你

更喜欢的美味。

本轮投票为初选投票， 最终前三名将进入

“21味成都”终选阶段，进入前三名的菜品将授

予“2015市民最喜爱区域名菜·××区（市）

县”的铭牌，寻找美食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21

味成都”活动寻找或向你朋友推荐各种美食。

同时， 在投票期间活动还准备了一份大

礼———每天抽取投票市民赢取各类奖品， 首日

投票奖品为老革命火锅100元菜金券，在投票后，

只要在弹出窗口留下手机号码就有机会抽取大

奖！ 成都的好吃嘴们，还等什么？快拿起手机，打

开“成都商报”客户端，进入活动频道，点击“21

味成都”活动的投票通道，尽情地投票吧！

“21味成都”今日起在成都商报客户端初选投票

首日抽出十名幸运者 送出100元老革命火锅菜金券

两个人吃一盘火锅要多少钱？成都商报“

21

味成都”活动告诉你：只

要参与今日起的投票活动，就有机会获取

100

元老革命火锅菜金券。

它有啥子优惠喃？ 除了锅底费和每人的油碟钱要给，

100

元菜金券

可以全部抵用菜品消费， 两个人吃相当于———菜品免费！ 记者估算了

下，至少三荤四素七个菜是没得问题。

老革命火锅是成都一家特色火锅店，以红色军旅文化为主题，这次

抽奖的火锅菜金券只限定在新华店使用。地址为：双林北支路新华公园

后门新华吃典旁；此券只抵扣菜品（锅底、油碟、酒水、饮料、小吃不能抵

用）；使用此券不再享受店内其他优惠，仅限堂食，外卖不可用；此券每

桌限用一张，不兑换，不找零；请注意在券面标注的有效期内使用。

当你在成都商报客户端为“

21

味成都”活动菜品投票后，需要填写手机

号作为抽奖凭证和联系方式，当天用电脑随机抽取十位投票者，每人将获

得一张

100

元老革命火锅菜金券。我们将电话联系中奖者领取菜金券。

这么好的吃火锅机会，还在等啥子喃？

你来投票

我请火锅

手机下载“成

都商报”客户端

进入 “成都

商报” 客户端，

点击右下角的

“活动”栏目

找到 “21味

成都”活动专区

的“投票通道”，

点击进入

选择你想要

投票的区（市）

县，点击进入

选择你想要

投票的菜品，点

击投票

每个手机号

每天可投5票，

每个手机号每天

在每个区（市）

县只能投一票，

可 投 不 同 区

（市）县

如参加抽奖

活动， 请在投票

后弹出的页面留

下电话号码，以

便抽奖

成都旅游协会点赞

新津鱼头火锅自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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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投诉

喻先生： 麻烦

你们帮我们呼吁一

下， 我们石人正街

21

号 至

31

号 院 落

里面现在到处都是

业主们安的地锁 、

地桩， 稍不小心业

主走路都会受伤 。

小 区 地 锁 越 安 越

多， 各个角落都布

满了， 有些人家为

了占车位， 安装了

多个地锁， 还用铁

链拴起。 现在院内

的地锁越来越多 ，

很多业主都敢怒不

敢言。

小区120把地锁抢车位 谁来解开？

石人正街一业主向成都商报客户端投诉 律师称这种行为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利，业委会可强拆

家住石人正街21号-31号院落的喻先生准备买车，让他迟迟不敢下手的原因是，车买了，往哪

放的问题。喻先生说，院落“东拼西凑”挤出了160个车位，实际每天停进来的有200多个。很多在

抢车位中成为大赢家的车主，用地锁“宣誓主权”。喻先生在成都商报客户端进行了投诉。

在院落一处单元楼下，20多米一段路，两边就有25个地锁。地锁甚至安装到了院落居民陈正

伟（化名）的家门口。他家住在底楼，出门右侧就是人行道，地上安装了5个橘红色地锁，每个地锁

间隔不足一米，白天是路障，晚上是一堵墙。“晚上全是车，简直没法过。”据他介绍，自己是租的房

子，也没什么好说的，平时出门绕道走就行了。

院落近700户住户住在8栋楼里，由于面积不大，没有公共活动区域，显得“紧凑”。车辆的持

续增加，院落开始显得拥挤。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各式各样的地锁加在一起，有120

多个，U形车锁、T形车锁各式各样，大部分地锁直接安装在院落的道路上，3米多的道路，停车后，

道路缩水约一半。

据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文苑社区主任周小明介绍，社区通过开会进行协调，要求业主自行

拆除，并贴出告示。“一旦因为地锁发生安全事故，业主要承担全部责任。”周小明说，社区还联合

派出所制止这一行为，但是院落居民开始“打游击”，地锁越来越多，曾经还尝试过强行拆除，但是

一些车主表示，“拆地锁可以，但是要保证能够有地方停车”。

留下你的手机号

坐等免费火锅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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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问题

“大家都在安 我凭啥不安”

“大家都在安，凭啥子不安呢。”就在喻先生带着

记者统计院落地锁数量时，引起了一位邻居的不满，指

着喻先生一顿数落。

一位装了地锁的居民抱怨说，“如果不装， 回来车

位都找不到。”据她介绍，最开始抢车位都是“先到先

得”， 回来晚了就没有车位了， 其他单元楼的甚至会

“越界”停车。根据车主的解释，地锁就是解决“车位纷

争”的最好方法。一些上班族也抱怨，“下班晚的最吃亏，

一旦回来晚了， 就只能把车停在外面了”。“交了停车费

为什么不能停车呢？”

经济问题

小区月停100元 外面月停300元

5月30日中午，市民李先生开车回到院落，在里

面绕了半天， 终于找到一个空地停下了车。“我没有

装锁。”李先生说，院落居民的做法都是“乱来”，自

己每天在院落打游击，见缝插针。“院落100元1个月，

还是比外面300元每月要便宜些。”

市民曾先生虽然住在院落，但是他买车没有抓准

时机，由于院落的车位被瓜分完毕，他的车却停在院

落外的麦德龙广场，“比起院落，每个月多交100元”。

据院落居民介绍， 院落是1996年投入使用的，

2009年进行了改造。但车位还是跟不上时代。

法律问题

地面公共区域 全体业主共有

四川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小虎认为，院落居

民装地锁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侵犯了其他业主的权

利。老旧院落没有规划停车场，地面公共区域属于全

体业主所有。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这不是私

人的财产，即使交了停车费也没有权利安装地锁。出

现这种情况后， 代表业主的院落业委会可以对地锁

进行拆除，或者社区和派出所可以和车主进行协调。

“实在不行就只有走法律程序。” 陈小虎说，业

委会可以代表业主主张权利， 要求安装地锁的居民

消除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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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拿起手机，打

开 “成都商报”

客户端，进入活

动频道 ， 点击

“

21

味成都 ”活

动的投票通道，

尽情地投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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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货

有口福

商家

得口碑

5

月

31

日，石人正街

21

号院，小区居民为了抢占车位自行安装了很多地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