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城老妈、老码头、味道·江湖
……“吃货”们有福了！记者昨日从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由成都市政
府主办、成都市商务委承办的
“2016美食之都成都火锅文化
月”将于明日启动，成都200多个
火锅品牌，上千家火锅店将推出
不同折扣优惠。外地游客凭机票
和身份证，可以享受最低8折优惠。

除了好吃的火锅，还有好耍
的火锅文化。在2016年12月28日
到2017年1月15日的活动期间，
成都知名火锅店评选、成都火锅
邮筒、火锅明信片、火锅手绘地
图、火锅文化微电影等多项活动
将同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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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火锅大狂欢明天开始！

千家门店齐打折

昨日上午10时，由岷县开往成都的
K2618次“陇南号”列车在一声长鸣中驶
出岷县车站，标志着历时8年建设的兰渝
铁路岷广段正式开通运营。k2618次“陇
南号”经兰渝铁路到达广元站后，将转入
宝成线抵达成都，总耗时约9小时。

2008年开工建设的兰渝铁路项目北
起兰州枢纽，向南经甘肃定西、陇南、陕西
宁强进入四川境内，由广元、南充接入重
庆枢纽，另修建连通广安的南充东至高
兴支线。正线全长855公里，建筑总长度
1171公里，旅客列车速度目标值为160公
里/小时，有条件路段预留200公里/小时。
自昨日甘肃岷县至四川广元区段开通
后，兰渝铁路全线仅剩甘肃夏官营站－
岷县站区段尚未开通。

记者了解到，兰渝铁路岷县至广元
段开通运营初期，将开行旅客列车2对，
分别到达成都和重庆。其中，岷县至成
都K2618/5次10：00出发，11：53到陇南
车站，19：35终到成都；成都至岷县
K2617/6次20：15发车，次日3：52到陇
南，次日6：02到岷县。票价，硬座86元，
硬卧161元，软卧244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尹沁彤

元旦、春节临近，如何严防“两节”期
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日前，成都市纪
委印发了《关于做好廉洁自律工作 确保
2017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知》，重申

“十一个严禁”，要求全市党员干部要廉
洁自律，继续严格执行“十一个严禁”，确
保过风清气正的元旦、春节。

“十一个严禁”具体内容为：严禁以
任何名义年终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
贴、奖金及实物；严禁用财政性资金举
办年会、经营性文艺晚会；严禁用公款
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
禁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
等年货节礼；严禁用公款吃喝、旅游和
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严禁违规
出入私人会所，或借培训中心、招待
所、机关食堂奢侈浪费；严禁违规收送
红包礼金和各种商业预付卡、提货券、
消费券、电子礼品卡（册）；严禁违规参
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严禁违规操
办婚丧喜庆等事宜；严禁党员、干部参
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严禁违规使用
公务用车、私车公养。

通知还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
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两
节”期间防止“四风”问题反弹作为政
治任务，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
署，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
责”，切实管好干部队伍，确保各项纪
律要求落到实处。通知要求，要进一步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深入分析“两节”
期间“四风”问题新动向，扩展明察暗
访的频度、广度和深度，及时发现和纠
正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要进一步织密监督网络，畅通来
访、电话、信件、网络等多种渠道，充分
调动群众监督积极性，切实发挥媒体
监督作用。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查处力
度，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

“两节”期间发生的“四风”问题，做到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维护纪律的
严肃性。要严格实行“一案双查”，既追
究直接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既追究
主体责任，又追究监督责任。进一步加
大通报曝光力度，对查处的典型案例，
要通过多种方式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达到查处一起、教育一片的效果，营造
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举报电话：028-12388
举报网址：http：//jiwei.ljcd.gov.

cn/xfjb/
来信地址：成都市锦悦西路2号

（成都市纪委信访室收；邮政编码：
610042）

来访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
道788号 市委、市政府群众接待中心
二楼（时间：工作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16年公交“老司机”：
“公交车四通八达，相当便捷”

39岁的公交司机伍军在成都开
了16年的公交车。从动物园公交站
出发，他开过的线路由北至东、南、
西，甚至还有环线，串起了成都人出
行的地图。伍军说，私家车刚兴起的
几年里，周末时动物园前堵得一团
乱麻，公交车常常10多分钟出不了
车站大门。直到地铁兴建，市民出行
意识转变，才有了好转。“很多人带
着孩子自觉地坐地铁、坐公交来动

物园，公交出大门顺当多了。”
“当年公交系统不完善时，市民

还需换乘公交或者走一段路才能到
目的地，如今公交四通八达，相当便
捷。”伍军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公
交开行平稳，装有空调，绿色烧气，
还针对不同人群有各类优惠，“比私
家车便宜环保，坐起也巴适。”

在拍下市民绿色出行照后，伍
军留言说，“公交都开到社区门口
了，还不出来坐公交啊？”

70路公交司机：
“平峰期坐公交的人也多了”

从动物园公交站到胜利桥街，每
个工作日，伍文杰要开着70路公交在
这条线路上来回3至4趟。但入冬以
来，这个数字变成了固定的4趟。

“今年冬天，坐公交的人明显多
了，尤其是平峰期，位置坐满了还要
站几个人，这在以前是看不到的。”
伍文杰说，下午1~4点是70路的平峰
期，往常位置要空出不少，这段时间
市民主动绿色出行，用公交替代私
家车，车厢一下子“挤”了很多。公司
为了应对客流的增加，增开了班次
并增加了发车频率，司机要承担的
趟次也在相应增加。

“累是累点，很高兴看到大家绿

色出行。”伍文杰说，看到市民们加
入到绿色出行的队伍中来，感到自
己也成了绿色出行的参与者和执行
者。他透露，自己也有私家车，但很
少开，休息日去逛东门的商场，都坐
公交车。“在公交道上跑多了就晓
得，公交车还比私家车快！”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参与方式又多一种！

由于市民报名火热，即日起，活
动报名方式再添一员，4种方式加入
活动，共同倡议绿色出行。

1，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
都商报，分享你的绿色出行照片或
绿色生活故事参与活动；

2，通过成都市交委官方微博@
成都交通运输，分享你的绿色出行
照片或绿色生活故事参与活动；

3，将你绿色出行或绿色生活的
故事发送到电子邮箱lscxawcd@126.
com参与。

4，下载并登录成都商报客户
端，在活动广场“蓉小妹超成都”栏
目发帖，分享你的绿色出行照片或
绿色生活故事即可参与。

需要提醒的是，为了方便后续
兑奖，请务必通过微博私信或在邮
件中留下您的手机联系方式。

兰渝铁路广元段开通运营
成都9小时到甘肃陇南

成都市纪委重申“十一个严禁”
元旦春节严禁违规参加老乡会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网友晒图

●雷金红麦子红了
●正在酝酿一个伟大的名字
●我是青蛙我怕谁
●宅在家写代码
●@跑堂的小二_J
●@paper朱佳垚
●雅婷小公举 ●龙舟池
●安心可 ●蒲芳兵2012
●空白体会 ●@钢八爹
●王义勇哥哥 ●如素芬芳
●MAYHUHBU ●@喵呜皮皮
●@彭小喳 ●艺术留美
●@七七与鱼 ●阿小乖

以上“绿色达人”均可获得
由主办方提供的2017限量版成
都地铁新年卡一张。奖品将于
活动全部结束后统一发放。同
时，昨日所有参加“绿色出行爱
我成都”并留下联系方式的网
友，均可领取累计10个小时免
费骑乘的1步单车优惠券。优惠
券会在成功参与活动的次日，
自动充入您在“1步单车”的绑
定手机账号。

昨日20名绿色达人公布
获奖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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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机集体晒图 号召市民绿色出行

“现在坐公交便宜环保 坐起也巴适”

200个品牌、千家店联动
吃火锅享受6至8折

将评选十大火锅创客

“2016美食之都成都火锅
文化月”将于本月28日正式
拉开序幕，延续至明年1月15
日，共18天。

本月28日，活动将正式启
动，100家成都知名火锅企业
负责人齐聚宽窄巷子东广场，
共同发起火锅食品安全倡议，
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开启本次

“2016美食之都成都火锅文化
月”。活动现场更有九大名店
的授牌仪式，为消费者带来规
范的、权威的火锅榜单。

“我们将用知名品牌带动
全城联动，形成行业盛会。”活
动实施方——成都餐饮同业
公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8日
起，活动将在宽窄巷子街区、
一品天下大街、金沙片区、玉
林片区、红星路片区、建设路
片区等六大街区，以及泛悦国

际、万达广场锦华店、龙湖时
代天街、鹏瑞利青羊广场、优
品道广场等五大城市综合体
同时登场。

“虽然这是火锅行业的旺
季，但皇城老妈、老码头、味道·
江湖、顺风肥牛等品牌自营店
都会打折，额度为6～8折。”据
介绍，活动以“全城火锅狂欢

‘6+5’城市商圈联动”开展福
利优惠、火锅文化创意展、火
锅才艺秀等不同的“火锅主
题”活动，营造出“成都200个火
锅品牌参与，上千家火锅门店
联动，上百万人次消费体验”的
成都美食旅游节日氛围。

本届火锅文化月活动主
打火锅情怀牌，以“吃成都火
锅，当盘成都人”为主题，向全
球游客发出邀请——“飞到成
都吃火锅”，感受成都作为“世

界美食之都”的魅力。针对在
元旦小长假期间来蓉的省外
游客，凭机票+身份证就能够
在成都上千家火锅门店享受
最低8折优惠。而王铮亮、矮冬
瓜等多位川籍明星也将加入
到对外传播成都火锅独特魅
力的“方阵”当中，为成都火锅
加油造势。

记者在已经出炉的折扣
信息中看到，大妙火锅成都5
家门店，2017年1月1日至1月5
日凭机票到店消费可享受“菜
品”8.8折优惠；牛莽莽全牛火
锅成都5家门店，2017年1月1
日至1月5日凭机票到店消费
可享受“菜品”7.8折优惠；三
只耳成都3家门店，2017年1月
1日至1月5日凭机票到店消费
可享受“菜品（锅底、酒水、味
碟除外）”8折优惠……

“本次活动，将是一次大型的美食饕
餮盛宴，将会是一场行业的盛会、市民和
游客的节日，成为我市的一张对外新名
片，进一步提升成都市‘世界美食之都’品
牌影响力。”成都市商务委副主任尹建表
示，活动期间将开展“在美食地标地设立
火锅邮筒”、“成都火锅明信片发布”、“寻
找成都火锅创客”等多项火锅与文创相结
合的活动。

在下月15日闭幕总结上，一部展现成
都火锅独有优势与文创发展的微电影也将
与市民见面。活动还将发布“成都火锅手绘
地图”以及“2016成都火锅白皮书”等文创
产品，将成都火锅的历史、发展、文化、品
牌、创意五大方面的魅力展示在市民面前。

“网络火锅荟”活动也将在火锅文化
月期间与市民见面。活动将整合成都品牌
火锅企业和新浪、百度糯米网络平台，采
取线上线下互动、品牌抱团参与、消费者
参与体验的模式。通过线上发放优惠券/
折扣券、消费体验等互动营销，引导新的
消费、新的营销模式。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昨日，由成都商报和成都市交
委联合主办的“绿色出行爱我成
都”大型公益活动进行到第5天，首
次迎来一批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
成都市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
司407车队的公交司机们，12条线
路上的300多名司机相约拿起手
机，在日常工作之余，拍下了他们
眼中成都市民绿色出行的一景。

清晨中等在站台的乘客身影，
上车时鱼贯而入的市民在刷卡机
前亮出公交卡，黄昏时公交车迎来
最后一拨高峰……从驾驶员的座
位上望去，成都市民每日乘坐公交
绿色出行的画面，真实又动人。

据新华社电 中国慈善联合会26
日在京发布的第四届中国城市公益慈
善指数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全国200
多个城市中，北京的公益慈善综合指
数最高，上海、南京紧随其后。

此外，广州、深圳、无锡、苏州、长
沙、成都、厦门、遂宁、中山、郑州、绍
兴、宁波、徐州、吴忠、济宁等城市的慈
善综合指数得分均在85分以上。与上
届排名前十位的城市均为东部城市不
同，中部城市长沙、西部城市成都均在
本届排名中进入前十名行列，体现了
城市慈善水平的提升。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被业界
誉为“城市爱心GDP”的象征，该指标
体系从社会捐赠、志愿服务、慈善组
织、慈善经济贡献、政府支持、慈善文
化等六个方面，对51个指标进行统计、
计算，对各城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状
况进行综合考量。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
介绍说，报告对我国256个直辖市、地级
市和县级市2014年至2015年间城市慈善
发展水平进行了分析，这256个样本城市
涵盖了我国大陆地区87.5%的省区市，城
市覆盖率达39%，覆盖人口约为7.7亿，占
全国总人口的56%，样本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报告显示，2014年至2015年间，
我国城市公益慈善整体水平显著提
升，但报告也显示出，我国城市慈善发
展不均衡，综合指数得分位居前100位
的城市中，东部有64个，中部有23个，
西部有13个，东部城市综合指数得分
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

从分项指数来看，综合指数得分
较高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在
社会捐赠、慈善组织、慈善文化等分项
中得分均较高，而吴忠、盐城、遂宁等
城市，尽管在经济体量方面无法与直
辖市、省会城市相提并论，但在志愿服
务、慈善经济贡献等方面表现突出，说
明其志愿服务规模、社会组织对当地
经济发展贡献均较为可观。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排行榜“出炉”

北京指数最高
成都跻身前十

12月26日，开往成都的K2618次“陇南号”列车驶入陇南火车站 新华社发

兰渝铁
路甘肃陇南
境内的汉王
特大桥与高
速公路及国
道交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