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地蓉城
展现成都体育文化魅力

据悉，中国全国政协和韩国国
会间的围棋交流活动2013年首次
在北京举行。去年8月，围棋交流活
动扩大为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
活动发挥了增进了解、深化交流的
积极作用，已成为中韩日3个国家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国全国政
协与韩日两国国会加强交流合作
的重要机制。

本次“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
围棋交流活动”选择在素有“棋城”
美誉的四川成都举办，在充分展示
我国底蕴深厚的围棋文化的同时，
也将成都“三城三都”的城市品牌
形象展现在国际友人面前。

围棋比赛
更多的是文化交流

本届“中韩日三国委员（议
员）围棋交流活动”的比赛分为
两个循环，第一循环在 8 月 21 日
上午举行，第二循环在 8 月 22 日
上午举行。比赛采用中国围棋规

则，双循环赛制，三队互相交流
各两轮，每队每轮上场十人进行
对抗。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但对
成都并不陌生，成都的三国文化在
韩国广为人知。”韩国国会议员、国
会棋友会首席副会长李钟九，在比
赛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来成
都感觉成都围棋氛围非常浓厚，很
喜欢这座城市。

围棋世界冠军古力这次作为
中国团的主教练，在观看完比赛后
谈道，“选手们的水平比我想象中
高很多，很多招法都特别好，非常
出乎我的意料。”对于这次比赛地
选在成都，古力也非常开心，“我经
常来成都，对成都感情很深。中国
作为围棋的发源地，我们有责任推
广中国的古老文化，希望借这次活
动可以更多地推广围棋。”

“我来过三次成都，觉得这是一
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日本
棋院职业九段棋手武宫正树在赛后
跟记者聊了聊，“这次围棋比赛更多
的是一次中韩日三国的文化交流活
动，我是怀着愉悦的心情享受这个
过程的。”

逛成都地标
“吃了四川美食，更喜欢成都了”

21日下午，参加中韩日三国委
员（议员）围棋交流活动的选手们
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天府绿道、太古里和大慈寺，近距
离感受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三城三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成
都经济社会、文化旅游发展情况。

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憨态
可掬的大熊猫、优美的生态环境，
给嘉宾们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们纷
纷举起了相机。“我是成都的粉丝，
这里的熊猫真的很可爱。”日本棋
院专业棋手大渊盛人在接受熊猫
小记者们的采访时说道，“我也喜
欢美食，今天中午吃到正宗的四川
美食之后更喜欢成都了。”

天府绿道是成都递向世界的一
张“生态名片”，是成都坚定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成果，更向世界
展示了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的雄心。参观完北湖生态公园后，韩
国国会议员、国会棋友会干事金玄
权感叹道：“在成都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看到政府非常注重人民生活
的环境，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赞赏的。”日本参议院议员松下新平
也感慨这里的绿道非常干净，空气
清新，是会让人心情愉快的地方。

成都太古里是城市有机更新、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名片和风向标。
大慈寺矗立在充满现代气息的商
圈中，讲述着中韩日三国文化传
播交流的历史。作为唐宋时期中
韩日三国佛教学术交流重地，这
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吸引着
来访嘉宾。

江西省宜春市政协副主席幸志
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在一个
大都市里，能够把我们上千年的古
寺保存得这么好是很不容易的。”

在参加围棋比赛和参观成都
这些地标之后。选手们纷纷表示，
这次参观让他们看到了成都立体
全面开放的新面貌，新形象，了解
了成都的发展成果和生活方式。希
望通过这次围棋交流活动，以棋会
友，进一步增进成都与韩国、日本
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王浩儒 摄影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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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小酒馆（玉林西路店）

唐昌布鞋
青城山马椅子

二车摩梭风工艺品店
红梅竹编

原织蜀锦&HELLOPOCKET体验店
志辉藤器
见山书局

散花书院（文殊坊店）

寻锦处织绣

邛崃平乐中国竹编店
向荣花里民宿

金堂赵镇百年匠人
温江黄老三锁行
观音阁老茶馆

菱窠茶舍
子乐宅老成都茶馆

何氏豆腐饭店
崇州市龙图天主堂鸡肉店

张记砂锅店
安仁刘血旺
安仁游血旺

牙牙饭
品味居羊肉汤

青白江威凤后街酒馆
丁太婆老妈蹄花

龙泉驿区洛带镇江氏九斗碗饭店
皇城坝牛肉餐馆

张啰嗦血旺
兄弟老鸭汤
明婷饭店

蒲江县西来镇敦厚俊瑶烧鹅馆
成华区宏兔餐馆

成都市新都区银桂小食店

徐记酥肉豆花
陈氏六合鱼

西街往事私房菜馆
土桥镇老街黄鸭子饭店

张三丰小酒馆
孔干饭中餐馆

水津豆汤

米二红烧兔

老号彭牛肉馆
桂妈上上签
四妹钵钵鸡

奎伊鲜牛杂火锅
青年火锅

毛家鸡杂火锅店
街子古镇汤长发麻饼朝阳路店

唐叶儿粑店（唐氏叶耳粑店）

地址
高新区玉林西路5号
郫都区唐昌镇西北路186号
都江堰市灌口街道白果巷74号
龙泉驿区洛带镇上街6号
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
青羊区文殊院文殊院巷2号
崇州市怀远藤艺路261号
青羊区宽巷子22号附1号
青羊区五岳宫街35号5栋1号
武侯区交子大道300号
悠方购物中心4楼437
邛崃市平乐镇
都江堰市天马镇向荣村二组
金堂县康宁街143-151号
温江区行署路74号
双流区彭镇马市坝街64号
锦江区菱窠西路9号
武侯区成都仁和新城4楼
金牛区蓉都大道天回路1021号
崇州市滨江路北一段100号
郫都区犀浦镇上街177号
大邑县安仁镇红星街94-96号
大邑县安仁镇树人街56号
成华区八里小区新风路2号
龙泉驿区洛带上街148号
青白江区威凤街120-134号
青羊区东城根街17号
龙泉驿区洛带镇下街334号
高新区肖家河街2号
蒲江县文庙街
蒲江县驭虹路137-139号
金牛区张家巷26号
蒲江县西来镇敦厚社区67号
成华区香木林路1号1层新67号
新都区新都街道五桂村八社（香城大道五
桂立交旁）
郫都区宝生街131号
蒲江县成佳镇友助村8组
都江堰市灌口街道西街帅家巷5号
金牛区清淳三街175号-183号
都江堰市解放村梧桐苑2-1-6号
金牛区星辉东路2号附1号
锦江区较场坝东街63号
天府新区高墩巷（原广都上街99号附
23-27号）
武侯区簇桥后街98号
都江堰市银杏街道上善西路5-21号
成华区望平街119号附5-6号
青白江区华金大道一段568号
高新区玉林西路白云街2号附6号
高新区肖家河西二巷
崇州市街子古镇朝阳路66-70号
崇州市怀远镇文井北路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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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周乐全锅魁店

崇州市崇阳查秀云面
洞子口张凉粉文殊院店

玉笼轩芙蓉包
巧姑传名小吃

光荣烤鸭

崇州街子唐公阿婆凉粉
蒲氏石磨豆花庄
黄龙溪一根面

拜居奇味面店（板凳面）
成华区无名粉蒸小吃店

文记糕点铺
清真丁鹅

陈老二芥末肚子
刘抄手

何吉发手撕面
流水席

安记冷淡杯
裴氏蹄花

唐昌吴鸭子
妈妈抄手

大伞蒸牛肉
罗记豆瓣抄手

新都区清流石板鸭餐馆
渔桥炖鸡奶汤面

口水面
巧抄手

麦香抄手
益丰和号

胡开文文具店
成都精益眼镜行

鹤鸣茶社

悦来茶馆
成都亨得利钟表店

带江草堂饭店
龙泉驿区洛带新民饭店
洛带镇供销合作社饭店

粤香村
陈麻婆豆腐旗舰店

耗子洞石人店
夫妻肺片总店
赖汤圆总府店
龙抄手总店

青龙场温鸭子餐厅
努力餐

盘飧市腌卤店
钟水饺总店

西月城谭豆花（太升路店）
白家高记肥肠粉店（白家场

社区店）
成都担担面（建兴路店）

地址
彭州市军乐镇军屯路131号
崇州市崇阳镇金盆地大道603-605号
青羊区文殊院14号
郫都区安德镇安平东路38号
蒲江县广平路40号
金牛区光荣小区为民路7-9号
为民广场对面
崇州市街子镇真武街1-9号
龙泉驿区洛带古镇老街下街107号109号
双流区镇龙街31-37号
高新区肖家河西一巷8号
成华区猛追湾街14-3号
都江堰市太平街73号
郫都区西大街252号
蒲江县草市街8号附1号
金堂县青果街 99 号
青羊区双清南路6号附18号
武侯区双楠街141-145号
蒲江县朝阳大道26号
高新区中和熊家桥18号
郫都区西正街190号
都江堰市灌口街道南桥社区西街107号
彭州市铧炉街7号
郫都区蜀汉东街125号-127号
新都区清流镇北街47号
邛崃市临邛镇东街288号
武侯区永盛南街6号附17号
金牛区沙湾东一路145号
新都区香园街9号
郫都区南大街41号
锦江区春熙路北段10-12号
锦江区春熙路北段19-23号
青羊区成都青羊区少城路12号
（近人民公园）
锦江区华兴正街54号2层
锦江区春熙路北段49号
金牛区西安北路101号
龙泉驿区洛带上街151、153、155号
龙泉驿区洛带下街29、31、33、35、37号
青羊区东城根南街66号
青羊区青华路10号附10-12号
青羊区石人南路41号
锦江区总府街23、25号
锦江区总府路23号
锦江区城守街61号1层
成华区昭觉寺横路116号
青羊区金河路1号
锦江区华兴正街62-63号
青羊区少城路12号（人民公园紫薇阁内）
青羊区大墙东街152号

双流区白家场社区新街136号

成华区建兴路94、96号

记者获悉，《成都市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开展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补短板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已于日前印
发。加快川藏铁路、西（宁）成（都）铁路等重
大工程规划建设，实施市域铁路和成都平
原经济区铁路公交化运营，建成成都天府
新区华西牙科总部等项目均写入《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明确，2019-2021 年共实
施1151个补短板项目，总投资25618亿元。

《实施方案》分列九大领域，呈现出三
大特点。一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建设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围绕构建现代综合交通新体
系、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改善农业农村条件等方
面着力，特别强调了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
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二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增强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围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
面着力，特别强调了以国际化视野持续提升

“三城三都”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天府奥体
城、锦江公园、天府锦城等地标性设施建设。

三是补齐新旧动能转换短板，加强城
市创新驱动力。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强产业创新平台等方面着力，特别强调
了抢抓国家实施“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行动机遇，积极争取大科学试验装置和
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布局，加快形成5G、氢

能源、核动力、信息安全、集成电路等领域
战略优势。

《实施方案》提出，构建现代综合交通
新体系，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全力推进国际
航空枢纽建设，完成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扩
能改造，加快建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及场
外配套项目，开工建设金堂等通用航空机
场。积极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成投
运成兰、成贵铁路，开工建设成都至自贡、
沿江高铁成达段，加快川藏铁路、西（宁）成
（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实施市域
铁路和成都平原经济区铁路公交化运营。
基础设施方面，将开通地铁5号线一二期、
10号线二期，加快建设6号线等地铁项目。
加快推进南北、东西城市轴线建设，完善中
心城区“1环11射”快速路等基础设施。

《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社会民生保障，
打造公共服务“蓉城标准”。以国际化视野持
续提升“三城三都”建设规划，加快推进天府
奥体城、锦江公园、锦城公园等地标性设施建
设。推进“优教成都”行动，加快公办幼儿园
建设，建成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公办幼
儿园建设项目；建成成都体育学院整体迁建
工程等项目。推进“健康成都”行动，实施成
都市“十三五”期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
提升工程，建成成都天府新区华西牙科总部
等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发展特色小店传承成都味儿
成都公布“2019百家成都特色小店”名单
唐昌布鞋、青城山马椅子、观音阁老茶馆、明婷饭店、益丰和号、努力餐……散

落在成都大街小巷的特色小店，沿袭了这座城市居民几代人的马路记忆，如今也成
为了城市发展的“新生军”。

8月21日，成都正式公布“2019百家成都特色小店”榜单名录，系成都在4月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见》后，首个对特色小店的官方评定。

记者注意到，入选本次榜单的特色小店既有散花书院、百年匠人、向荣花里民
宿等文化手工艺和生活类小店，也有玉林小酒馆、青年火锅、安仁刘血旺等休闲娱
乐和餐饮类小店，同时也包括夫妻肺片、盘飧市、担担面、胡开文、亨得利钟表店等
50年以上的特色老店。

本次“2019百家成都特色小店”榜
单涵盖特色老店、文化手工艺、生活服
务类、正餐类、火锅类、特色小吃、饮品
类（茶馆）及休闲娱乐8大类别，共计100
家特色小店，评选以文化传承性、便民
生活性、创新引领性为主要考量，综合经
营年限、店铺设计、商业信誉、商业模式、
网络搜索热度等因素，经过广泛征集、资
质初评、大众复评、专家评审等环节，在
全市数以万计的小店中，通过591万人
次、830万张投票共同评选得出。“榜单是
成都优质特色小店的集中展现，也是极
具‘成都味儿’小店群像的生动呈现，榜
单背后更是成都市民要留住街边小店、
留住这座城市群体记忆的集体精神寄
托。”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说。

事实上，在4月发布“双店计划”之

时，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就解读
称，小店于成都而言，承载着这座城市
的集体记忆与乡愁，让这座城市更有
烟火气息、市井人情与成都味道，同时
它们更维系着成都这座新兴城市的庞
大消费与商业繁荣。

数据显示，成都民营经济占全市市
场主体96%左右，而其中三分之二为个
体工商户，正是由于这些毛细血管般的
街边小店，才让成都更具人文魅力、独
特气质和经济活力。

美圣投资总裁、蓝天使创投会共同
主席马耀光也看好成都的“小店经济”，
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项目孵化服
务，包括投融资、财税、新媒体、人才培
养与技术支持等，帮助成都特色小店创
新化、国际化发展。”

和榜单一同发布的，还有《2019成
都“小店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通过大数据分析解读成都“小店
经济”发展特征与趋势。

《报告》显示，成都在高德地图入驻
小店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且分布特征为
以成都地理中心为基点向外逐层递减，
其中武侯区分布数量最多，占整体比例
达到20%。在所有成都小店中，餐饮服
务、休闲体育服务、购物服务三类最多，
以餐饮小店为例，根据阿里本地生活数
据，90后是绝对主力，占比接近50%。

高德地图大数据显示，在成都餐饮
类特色小店搜索热度排名中，“小酒馆”
占据热搜榜第一。在小店综合热度排名
较高的街道中，每天街道拥挤时段均是
在晚高峰以后，这表明，不少成都市民
每日下班后均是“直奔”各类特色小店。

同时，《报告》也通过对成都小店类
别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了成都小店背后
的“城市密码”。最新统计的2019全国主要

城市餐饮门店数量排行榜显示，成都餐饮
门店数量稳居全国第一，“美食之都”称号
实至名归；成都现有书店3522家，每万人拥
有书店2.16家，位居全国前列，是当之无愧
的“文艺之城”；截至2018年底，成都共有便
利网点约9000个，24小时便利店门店总数
上千家，再度加码“宜居之城”；成都拥有2
万多家茶馆，是全国茶馆数量最多的城市，
同时成都以2294家酒吧数量位居全国首
位，缓慢闲适的成都多清吧，占比约为
70%，这也再次彰显成都“休闲之城”魅力。

《报告》还提到，成都小店当前正全力
拥抱互联网，迎来全新生长机遇。2019年
成都“码商”（用二维码收钱的实体店主）
群体数量较2018年增加了5倍；今年上半
年，新接入移动支付功能的成都小店，总
交易频率及交易总额增长幅度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而外卖、跑腿、同城到家等新
兴网购行为渗透率，成都也远高于全国绝
大部分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邹悦

591万人次参与票选 评出100家特色小店榜单发布

成都小店群像解构“城市密码”小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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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地铁幼儿园都有
成都三年将实施1151个项目“补短板”

参观熊猫基地
打卡天府绿道

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围棋
交流活动在蓉举行

昨日，2019年“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围棋
交流活动”在成都开幕，上午来自中韩日3个国
家的选手们在著名的“三国文化”景点武侯祠进
行了围棋交流活动，下午还参观了熊猫基地、北
湖绿道、大慈寺和太古里等成都著名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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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队棋手参观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制表 叶燕

“我是成都的粉丝”

紧接01版 相信通过这次围棋交流活动，
能够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为促进三国国
家间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柯尊平代表四川省政协对活动的举行
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
表示欢迎。他表示，四川围棋历史悠久、围
棋文化浓厚，成都是著名的棋城，把本次围
棋交流活动安排在成都举行，感到非常荣
幸。韩国、日本是四川重要贸易合作伙伴，
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各位国会
议员是韩、日两国政界的精英，真诚希望通

过更多更好的交流互动，推动四川与韩国、
日本在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促进繁荣
发展。

开幕式上，韩国国会代表团团长吴济
世、日本国会代表团团长柳本卓治和中国
政协委员代表团团长朱小丹分别致辞，表
示将通过围棋这一媒介，为促进相互理解、
增进友好情谊发挥作用。日本众议院议员、
前首相菅直人参加活动。

在川期间，参加活动的来宾们还将赴
成都市和德阳市参观考察。

上接01版 希望通过此次交流活动，进一步
搭建起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平台。

21日至22日，2019年中韩日三国委员
（议员）围棋交流活动在成都举行。本次活
动由全国政协主办，四川省政协承办，成都

市政协、中国棋院协办。该活动始自 2013
年，已成为中日韩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全
国政协与韩日两国国会加强交流合作的重
要机制。

市领导牛清报、刘仆、杨建德参加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