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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美国旧金山市政大
厅首次为一座城市举办了美食文化
节开幕式。这座城市就是成都。

为期10天的“2016美国旧金山·
成都美食文化节”举办得有声有色。
川菜首度进入旧金山市政大厅，以
一席四川名菜，招待当地名流要员；
首度带着成都美食现场制作的展
台，亮相硅谷高科技公司员工餐厅；
首度在硅谷著名中餐馆用川剧变脸
茶艺表演，演绎成都文化……

当然，成都在旧金山留下的印
记，不只有美食。以“美食”为媒介，
以活动为契机，成都的经贸、文化、
旅游，纷纷成为两地合作的机遇。

抓住人的心，往往先要抓住人
的胃。成都美食不仅走出去大受欢
迎，更引得无数来蓉交流的外宾，结

下深深的成都情缘。
2013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

伦在成都火锅店，点了一个鸳鸯锅，
但从头到尾只吃了红锅。

2014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
尔来蓉访问，初次邂逅成都美食的
她，亲自到菜市场采购郫县豆瓣、海
椒面、八角香料，跟川菜大厨学做宫
保鸡丁……

去年7月的G20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9月的世航大会等等，几乎
每一次成都举办的国际性重大活
动，成都美食的展示与体验，都是来
宾们最为期待的项目之一。龙抄手、
钟水饺、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无
数外宾们从此结下成都的美食情
缘。成都，也更加深刻地印在了来宾
的脑海中。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瑾）成
都2017年中考，3月7日10时~13日
17时网上报名，并进行电子摄像。

市招考办特别提醒：非本地户
籍考生在成都市参加中考的考试
成绩，供考生户籍所在地教育部门

参考。若需在成都市升学，在填报
升学志愿时，只能填报公办普通高
中的调剂生计划以及民办普通高
中、中职类学校计划，不能填报公
办普通高中的统招生计划。

户籍在中心城区，但在成都

市所属的各郊区（市）县中学（含
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如果放弃
回户籍所在区报名，而随就读学
校在当地报名的，其今后的考试、
录取只能在当地进行，不能参与
在中心城区的考试和录取。

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
任三大流域市级河长

《实施意见》提出，设立总河长领
导下“三级党政、四级管理”的市、县、
镇、村四级河长管理体系，市委书记、
市长担任总河长，总牵头全市河长制
管理工作，统筹协调工作推进中的重
大问题。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分别
担任市域内金马河（岷江外江流域）、
锦江（岷江内江流域）、沱江（沱江流
域）三大流域的市级河长。市级河长
作为流域内河长制管理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重点行使统筹协调、督促检
查、监督考核职能。三大流域所流经
的区（市）县、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和
村（社区）两委的主要负责人、相关负
责人分别担任相应级别河（湖、库）长
（段长、片长）。河（湖、库）长（段长、片
长）牵头负责责任河道的河长制管理
工作，组织开展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水资源保护和涉及防洪安全、供水
安全、水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江河湖库显著位置
设置河长公示牌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河长制管
理工作从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
水资源保护、防洪能力提升、水网体
系建设、行政执法监管等六大重点任

务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
动、公众参与”的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还突出强调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
机制、加大资金投入、严格考核问责、
建立补偿机制、强化省市联动、动员
社会参与等七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建
立江河湖库管护信息平台，在江河湖
库显著位置设置河长公示牌，公示河
长姓名、职责、江河湖库概况、管护目
标、监督电话等内容，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加强12369、96110热线受理，畅
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

《实施意见》提出，到2017年，全
市江河湖库实现河长制管理工作全
覆盖，各项配套制度基本健全，中心
城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到2020年，
中心城区水网体系基本完善，水系、
岸线、通道、绿化“四通”基本形成。全
市黑臭水体不超过10%，主要江河重
点区段堤防达标比例不低于60%，岷
江、沱江纳入国家和省考核的断面水
质达到考核要求，全市重要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达到50%。

到2025年，“宜居水岸、活水成
都”的水生态体系基本建成。全市黑
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主要江河重点
区段堤防达标比例不低于80%，岷
江、沱江纳入国家和省考核的断面水
质达到考核要求，全市重要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达到75%。成都商报记者

因为CNN的一段视频，成都成
为社交网络的热门，美国美食家眼中
的每一帧成都，都韵味悠长——美
食、美酒、美景和悠长耐品的文化。

这是成都“软实力”的吸引力，是
能够想象的、看得见的成都。在这之
外，成都有另一种气质和实力。

2013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
在成都举行，商界大佬——香港富华
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陈丽华说，把投
资大会当做联谊会，因为，“一下飞机
就发现成都很漂亮”。

这引起很多商界巨头共鸣。成都
在美食美景和历史文化之外，还有鳞
次栉比的高楼，不断创富的工厂。这个
口音软糯的城市，去年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12170.2亿元。这种现代化的城市
经济实力，构成了另一种吸引力——
在美食家、旅游爱好者之外，还有更多
寻觅机遇的商界精英和创业者。

比如昨日，457个项目集中开工，

单个投资全部在2000万元以上，估算
总投资2292亿元。

这些重大项目，有许多支撑这个
城市的现代化运营——比如地铁17
号线，串起温江与主城区，让该区的
主政者充满希望，“双地铁时代，给我
们的产业升级带来促进，比如促进成
都医学城的建设，这里将汇聚更多人
流物流信息流。”

类似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有
137个，总投资850.2亿元；产业发展
项目有171个，总投资817.8亿元。

同样是这些重大项目，让成都的
美食美景的“软实力”有硬支撑，一季
度集中开工的项目里，还有民生及社
会事业项目89个，总投资391.3亿元。

这种支撑与实力互相着力，让成
都这座城市，在传统美与历史文化之
外，在现代化城市运营里迅速崛起，
良性循环、日日更新。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成都中考3月7~13日报名

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总河长
今年全市江河湖库实现河长制管理工作全覆盖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从市政府新闻办获悉，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
全面实行河长制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组织体
系、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5个方面对成都全面提升江河湖库治理与管护
水平，促进城市生态转型升级，推动成都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
市。到2017年，全市江河湖库实现河长制管理工作全覆盖，力争提前一
年完成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

重大项目是成都“软实力”的基石 卡梅伦来吃火锅、默克尔学做宫保鸡丁、CNN来拍美食纪录片……

川菜的魅力打破外国人饮食禁锢

成都集中开工
重大项目457个
估算总投资2292亿元

成都被称为“最具幸福感城市”，“幸福”二字中，美食是不可忽视
的因素。为了品尝这“幸福”，安东尼·波登和他的法国厨师朋友寻到了
成都。日前，CNN金牌纪录片电视节目《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来到
四川成都。一连串的“逛吃”体验过后，安东尼“爱死了”这麻辣文化，川
味成为这位烹饪界传奇人物心中“以一敌百”的味道。

面向国际对标 放眼全国去对标
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03

成都“软食力”

02

谁与争锋

成都美食，无疑增加了这座城
市的魅力。但美味背后的文化深远
而厚重。成都是川菜的发源地。川菜
作为一方风味的形成相当久远。那
时，无论烹饪原料的取材，还是调味
品的使用以及刀工、火候的要求和
专业烹饪水平，均已初具菜系的雏
形。四川清代文人李调元在《醒园
录》中系统记录了川菜的炒、滑、爆、
煸、炝、炸、煮、烫、煎、蒸、煨、炖等38
种烹制方法。

“湖广填四川”，使得众多能人
志士入川，更丰富了川菜菜系风格。
改革开放后，大量川人出川，不仅将
川菜带向各地，更将川菜创新发扬。

成都的美食文化独特，还在于
成都将这千年传承的美味，与成都
千年传承的历史文化内涵，融为一

体，碰撞出了鲜明的特色。火锅店里，
常搭着古色古香的戏台，人们一边欣
赏川剧变脸，一边品尝麻辣鲜香。锦
里的美食街上，你常看到工艺精湛的
川菜，被冠以三国故事之名。美食渗
入了成都文化，更渗入到成都人日
常生活。爱追逐美食的成都人，会排
几个小时吃一家念叨已久的火锅，
会七拐八拐走进最难寻觅的小馆
子，尝一口深巷掩不住的味道。

美味、历史、传统、文化，经年累
月的融会，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成都气质。

如今，成都正加快建设西部文创
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有着丰富内涵
的美食文化，不仅成为成都建设西
部文创中心的重要力量，更是成都
对外交往中一道得天独厚的桥梁。

作为亚洲首个世界“美食之都”，美食早已是成都的
文化名片之一。成都美食闻名四海，除了“谁与争锋”的
工艺与美味，更离不开积淀深厚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内
涵。成都美食享誉世界的同时，更化作一道沟通海内外
的桥梁。引来了CNN等八方来客，更成为成都在对外
交往、走向全球过程中，得天独厚的文化媒介。

外宾来蓉结下美食情缘

成都美食增加了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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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默克尔成都学做宫保鸡丁

卡梅伦在杜甫草堂品盖碗茶 安东尼·波登吃川菜、看川剧变脸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成都市对标管理工作动员会
举行，总结交流前一阶段的工作成
效，对全市对标管理工作进行动员、
谋划和部署。市委书记唐良智出席
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持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
协主席唐川平，市委副书记李仲彬
出席会议。

会上，成都天府新区、锦江区、
双流区、金堂县、市经信委、市建委
就推进对标管理工作情况作了交流
发言，其他52个区（市）县和部门作
书面发言。

唐良智在讲话中说，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市委、市政府在深入研究和审慎考
虑基础上，决定在全市区（市）县和
有关部门中实施对标管理模式。市
委常委会对这项工作作出初步部署
以来，各区（市）县和市级有关部门
积极谋划、迅速行动，围绕对标管理
开展探讨和研究，为对标管理工作

的全面推开，开了一个好头。下一
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中
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将对标管
理作为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
要抓手，全面深入开展对标管理工
作，重点做到“四个搞清楚”：

一要搞清楚对标管理“是什
么”。

要从三个维度来充分认识新
时期对标管理的深刻内涵和核心
要义。一是对标管理是一种认识
论。对标管理，作为一种自我审视
的认识论，通过确立参照系，让我
们以标杆为“镜”，可以更加客观、
全面、深入地找准我们现在所处的
历史方位和发展坐标，找准全市、
各区（市）县和各部门的差距和短
板，看清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避
免自我感觉良好，更好地找准工作

着力点和努力方向。二是对标管理
是一种方法论。对标管理作为一种
取长补短的方法论，提供了以标杆
为示范和引领，通过“比学赶超”实
现“追赶跨越”的发展思路和工作
方法，有利于我们通过对标杆的研
究分析、学习追赶，推动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尽快取得成效。三是对标
管理是一种实践论。对标管理作为
一种敢想善为、勇争一流的实践
论，倡导的是对标强手、实干为先，
有利于破除自满思想、盆地意识、
西部桎梏和惯性思维，增强忧患意
识和进取精神，推动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宏伟蓝图加快变为现实。

二是搞清楚对标管理“为什
么”。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实施对标管理，主要有四个方面的

考量：
对标管理是使命所系——是肩

负中央和省委赋予成都重大使命的
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增强使命
感、责任感，对标一流、提速加力，加
快实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
标，努力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对标管理是发展所需——是加
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内在需要。我
们必须主动对标管理，找强手、明差
距、加压力、添动力，承担起这座城市
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坚守这座城
市的理想，提速加力、跨越赶超。

对标管理是竞争所致——是我
们应对激烈城市竞争的重大举措。
我们必须紧盯先进、对标管理，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快马加
鞭、奋勇争先。 紧转04版

综合四川日报、成都日报消息 2
月27日上午，四川省2017年第一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省委书
记王东明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
力在开工仪式上讲话。省委常委、秘
书长吴靖平，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宁，
市委书记唐良智，市委副书记、市长
罗强出席开工仪式。

开工仪式前，王东明、尹力听取
了省、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关于2017
年全省投资及重点项目安排、成都市
2016年重点项目完成情况、成都市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及地铁17号线一期
工程推进情况等汇报。

尹力在讲话中强调，全省“项目
年”工作的目标和责任已经明确，关
键在实干担当。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各
业主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精心组织、科学调度、狠抓落实。
要加快项目施工建设，各项目建设单
位要抓住有利时机，挂图作战，倒排
工期，整体联动，科学施工，力争项目

早日建成并发挥效益。要严把安全质
量关，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
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好项目建
设的选址关、技术关、检查关和责任
关，严格落实勘察、设计、施工、建设、
监理等质量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监
管，对发现的隐患做到“零容忍”，坚
决防止任何事故发生。要强化要素保
障服务，各职能部门要按照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定，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保障项目建设所需用地、破解融资难
题、确保环境容量、做优承接平台，千
方百计加强要素统筹，完善激励机
制，优化资源配置，为项目推进营造
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要细化责
任和考核督查，切实落实领导干部联
系重点项目制度，完善项目推进服务
考核机制， 紧转03版

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952个
总投资7869亿元

四川省2017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举行 王东明宣布开工 尹力
讲话 吴靖平王宁唐良智罗强出席

对标一流 比学赶超
争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排头兵

成都市对标管理工作动员会举行
唐良智讲话 罗强主持 于伟唐川平李仲彬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