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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
新闻中心获悉，6月12日21时
至6月13日凌晨，北京天安门
地区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首次综合演
练，1.4万余人参加演练及现
场保障工作。

据介绍，首次综合演练包
括暖场、庆祝大会、进撤场、应
急处置等四项内容。重点演练
了联合军乐团、合唱团、国旗
护卫队、礼炮鸣放队和志愿者

等人员的活动流程和集结疏
散，组织医疗救护、消防应急、
音响保障等专业队伍开展应
急演练。

本次演练重点检验了庆祝
大会全流程、核心要素的精准
衔接，对各方组织保障和指挥
运行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演
练组织精确周密，运行流线有
序通畅，达到了预期目标。北京
市有关方面表示，这次夜间演
练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群众
的理解支持，特表示衷心感谢。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6月13日6时40分许，湖北十
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
场发生燃气爆炸。截至目前，
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37人

重伤，另有部分群众不同程
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
示，湖北十堰市燃气爆炸事
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
深刻！ 紧转02版

相关报道见03版

6月13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
悉，端午假期次日，全国公路
预计发送旅客2800万人次，环
比下降5.0%，同比2019年同期
下降19.1%，同比2020年同期
增长49.1%；水路预计发送旅
客62万人次，环比增长12.0%，
同比2019年同期下降62.6%，
同比2020年同期增长10.6%。

据了解，端午假期首日即
6月12日，全国铁路、公路、水
路 、民 航 发 送 旅 客 总 量
4348.95 万 人 次 ，环 比 增 长
13.2%，比2019年同期（端午假
期首日，下同）下降17.0%，比
2020年同期增长55.1%。其中，
铁路发送旅客1211.7万人次，
环比增长21.5%，比2019年同
期下降14.9%，比2020年同期
增长60.9%；公路发送旅客
2948万人次，环比增长11.6%，
比2019年同期下降14.9%，比
2020年同期增长53.9%；水路
发送旅客55.3万人次，环比增
长3.6%，比2019年同期下降
69.7% ，比 2020 年 同 期 增 长
11.1%；民航发送旅客133.9万
人次，环比下降11.2%，比2019
年同期下降19.7%，比2020年

同期增长56.3%。
交通运输部提示，近来，

由于广州、深圳、佛山、湛江、
茂名等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疫情防控不
容松懈。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控制疫情外溢，近期广东
交通部门与公安、卫健等部门
一起对广东省，尤其是广州、
佛山两地的出省车辆和人员
开展有关查验工作。除了在包
括火车站、汽车客运站、飞机
场、港口码头、高速公路服务
区在内的“两站一场一港口一
服务区”检测体温、查验健康
码和核酸检测结果外，在通往
邻省交通干线的出入口、琼州
海峡等地都设置了联合检疫
检查站。对广州、佛山车辆，以
及在广州、佛山停留过的外
地车辆实施全面查验，一辆
不漏逐辆排查，对健康码为
绿码，且持48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的，快速放行；对省内其
他低风险地区出省车辆，适
当抽查健康码及72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对不符合要求的车
辆和人员按有关疫情防控工
作的指引处理。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张炎良

习近平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
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从 西 安 路 美
食街一路吃一路

走，期间，在西安中
路与西安南路的交汇

处会邂逅“枣子巷”。枣
子巷的鼎鼎大名自不必

说，其作为成都天府锦城项
目“八街九坊十景”的重要点

位，经过了旧貌换新颜后，已然
成为了成都市区内的打卡胜地。
妙的是，从西安路进入枣子巷，走
800多米行至枣子巷的尽头，刚好
就是“吃货街”的所在。

在枣子巷与“吃货街”的转
角处，能看到高高的“吃货街”的
街牌，上面还挂着有趣的标识：

“刹一脚市集”、“现整现吃”。
右转进入“吃货街”，就是另

一番天地了。不仅火锅、串串、血
旺、肥肠粉一家挨一家，整条街
都充满了“吃货元素”。墙壁上的
涂鸦，是糖油果子、三大炮和糖
画的做法；连变电箱都涂上了火
锅涂鸦。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吃货街”项目的实施范
围为青羊北路、青羊东二路、青
羊小区综合市场、西安北路三巷

74号，紧临一环路、西安路美食
街、枣子巷中医药特色文化街
区，并与其相串联。

这里以“菜市”“夜市”“小
吃”为核心，目标是打造有文化、
有场景、有温度的沉浸式市井生
活圈。据该负责人介绍，项目对
沿线进行了商业氛围和场景营
造，同步实施了沿线6个老旧院
落提升整治。

在业态方面，“吃货街”以成
都小吃美食为产业主题，通过食
材溯源、美食汇集、场景营造、空
间重塑等手段，打造独具“成都
味道”的小吃美食名片和文化
IP。

此外，项目更是从环境整治
及美化角度出发，提升了片区居
民生活品质，延续了西门老成都
市井气息，加深老成都美食记
忆。

“现在项目已经完成了青羊
小区菜市场一期范围调迁过渡
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市场二期
改造、沿线商招店招提升、围墙
美化和‘现整现吃’双子楼改造
工作”，该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
7月底前将初步呈现。

6月13日，端午小长假进
入出游小高峰，四川省假日文
化和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市场
秩序安全平稳有序。来自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
办公室数据显示，截至6月13
日15:00，全省纳入统计的734
家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324.5
万 人 次 ，实 现 门 票 收 入
3646.09万元（其中，15个5A级
景区共接待游客22.72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1105.47万
元）。从数据看，部分重点旅游
景区接待人次已恢复到2019
年同期的90.06%，门票收入较
2019年同期增长18.76%；与
2020年端午节第2日相比，景
区接待人次增长134.65%，门
票收入增长122.08%。全省图
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共接待
群众37.78万人次。

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省旅
游景区接待体量稳步增长。与
首 日 相 比 ，接 待 人 次 增 长
11.84% ，门 票 收 入 增 长
30.52%。全省游客日接待量超
过1万人次的景区有78家，排
名前5位的景区分别是：成都
市双流区海滨城景区（11.08
万人次）、三圣花乡观光旅游
区（9.60万人次）、宽窄巷子
（6.60万人次）、成都大悦城
（5.90万人次）、西昌市邛海泸
山风景名胜区（5.39万人次）。
重点热门景区持续火爆，“三

九大”品牌吸引力明显，其中，
三星堆博物馆接待游客1.28
万人次、较首日增长44.04%，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接待游客
1.06 万 人 次 、较 首 日 增 长
43.88%，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接待游客2.19万人次、较
首日增长53.53%。

值得注意的是，文旅业态
融合度和丰富度不断提高。省
内多地根据假日时间特性，融
合“端午”节日主题，推出“红
色旅游、家庭游、亲子游、研学
游和乡村游”等业态供给，极
大提升了“文化+”、“旅游+”
的业态融合度和丰富度。自贡
以“日嗨夜闹·粽情观灯”为主
题，开展百人舞龙表演、沉浸
式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自贡
恐龙博物馆推出“科考小侦探
之恐龙事件”自助研学之旅、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摩斯
密码”研学体验活动。乐山以

“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为主
题，全市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展
示峨眉武术、沐川草龙、小凉
山彝族刺绣、毕摩草编等国
家、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攀枝
花推出“寻根三线精神，追寻
红色记忆”党史教育活动。多
地推出乡村主题旅游活动，以
乡村赏花、采摘为核心，拉动
家庭游、近郊游市场，促进乡
村旅游增长。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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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不论来成都玩耍的游客，还是本就在成都
逛吃的本地人，行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吃”字。备受关注
的成都一环路市井生活圈，近日又上新啦！这一波新亮相的
片区、街区，恰好都跟“吃”有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位于
金牛区的“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吃货街”；位于曹家巷片
区的“曹家巷美食一条街”等，目前都已基本打造出炉。这些
片区、街巷，都是一环路市井生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19.38公里的一环路，是成都市最早建成的城市环
线主干道，是成都城市交通网的重要部分，更是城市居住人
口高度聚集的区域。2020年8月，成都市委、市政府确定了以
一环路环线为轴，深入左右1至2个街区，打造成都“市井生
活圈”，彰显成都“慢生活”的独特气质。改造后的一环路，不
只承担交通功能，更是集文化旅游消费场景、“中优”示范
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为一体的市井生活圈。

今年以来，这个“圈”中陆续呈现了“面街”、“北门里·爱
情巷”、“音乐坊片区”、“科大智创谷”等等点位，它们迅速成
为成都新IP，短短数月迎来打卡者无数。如今，一波新点位
又逐渐出炉。它们是怎样串起了地道的“成都味”？6月13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如果说西安路是老成都记
忆中的“宝藏”，那么曹家巷，更
是承载了成都人深深的记忆与
情怀。

记忆中的老曹家巷，虽然逐
渐陈旧，但充满了人气与浓浓人
情味。理发、补鞋、裁缝……市井
烟火气和浓厚邻里情直到现在
仍是人们回忆曹家巷时的温情
谈资。

现如今，曹家巷已经脱胎换
骨，颜值高了，街巷提升了，业态
丰富了，但旧时记忆与情怀，却
仍旧蕴含其中，并未改变。

记者来到曹家巷，那里仍在
对星辉中路、东路和内外曹家巷
建筑外立面进行整治，对沿街商
铺进行“一店一品”业态梳理和
形态打造。

走在外曹家巷，整条街的新
风貌已经基本呈现，那里不仅有
着一家接一家的多元美食，并且
每一家美食商家都有全然不同
的设计和风貌，搭配起来，却相
得益彰，构成了新的风景。

“这一片区打造是成都
市天府锦城街巷游线体系
的一部分，也是片区城市更
新改造的探索实践”，成都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里将以产业重构助
推城市更新，以办公服务助
力企业加速，从内容上盘活
片区，从根本上改变老旧城

区边缘化的问题。
记者在内曹家巷看到，街道

两边，外墙风貌正在提升打造之
中，而外曹家巷的提升工作已经
大体完成，看上去焕然一新，整
洁而时尚。

“星辉中路、内曹家巷和外
曹家巷业态丰富，内外曹家巷也
具有极高的知名度，知名网红店
明婷饭店便坐落于此”，该负责
人说，改造前，这里的业态主要
为摆摊售卖、生活服务、餐饮茶
铺、休闲娱乐、设计及设计服务
等。巷子里也遍布着众多手艺
人，如裁缝、理发、补鞋、补锅、修
钟表、家电维修的小店，保留着
老成都的浓浓市井气，集中了成
都具有代表性的街摊美食，人气
旺盛，商家生意火爆。

如今，片区全面梳理了现有
资源，着力优化形态，大力提升文
态。除了目前已经呈现的业态效
果外，还将进一步引入川菜等传
统特色业态和现代新兴消费业
态，打造富有特色的夜消费地标。

其实提到成都的西安路，大多成都
人都不会陌生。记忆中的西安路，本就与
美食紧密相连，火锅、串串、烤肉、干锅、
烤鱼、跷脚牛肉……馆子数不胜数，成为
了许多成都人寻觅美食的宝藏之地。

现如今，美食仍旧是西安路的特
色，但这条路，已然变了样！新打造的

“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已经初步呈
现，许多小伙伴已经赶过去打卡了！

西安路由西安南路、西安中路、西
安北路三条街组成，道路全长1100米 ，
紧邻着“宽窄巷子”。这也是“西安路美
食特色街区”的所在。

记者来到西安路口处，约三层楼高
的熊猫立牌打出了显眼的标识：“西安
路美食集”。沿路一直走，两侧美食馆子
一家挨着一家，特色小吃、火锅串串、干
锅汤锅，简直让人挑花了眼。与以往相
比，不仅西安路的美食更多了，店面更
具特色、更加时尚了，道路两侧的外墙
也进行了全面提升打造，川西风格的元
素让整条街的颜值都高了起来，精致而
烟火味十足。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是“西门里”片区
打造的五大消费场景之一。目前，街区
内有各类商家181家，餐饮商家61家，其
中特色小吃19家、中餐29家、火锅13家。
从未易址的老成都百年老店带江草堂
也位列其中。

“这里进行了街区形态改造，主要
是对沿线建筑外立面、商招店招、景观
绿化进行梳理整治”，据该负责人介绍，
项目对道路进行改造，拓宽了人行步
道，在重要节点植入了网红打卡点等，
加强了街区一体化生活场景营造。

在业态方面，项目推动街区产业由
低端向特色精品转变。收储关键节点商
铺，保留提升特色店铺，引进特色产业，
全面打造以健康养生、文化体验、美食
美味为主导的体验式、场景化、趣味性
各类主题场景式商业文化旅游街区。当
前，项目还在利用新技术打造体验型、
互动型、符合旅游消费的新场景，希望
缔造成都美食娱乐新兴商业名片。

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
首次综合演练圆满结束

端午假期次日

全国公路水路预计
发送旅客2862万人次

四川78家景区日接待量超1万人

TOP5中成都占四席

打卡打卡 西安路美食
特色街区

一路从“南”吃到“北”
项目实施范围：
西安路。由西安南路、西安中路、西
安北路三条街组成，道路全长1100
米 ，紧邻着宽窄巷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王垚 摄影报道
（部分图片由市住建局提供）

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

曹家巷美食一条街

吃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