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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往中心
建国际友好往来门户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关键词

虽然没在成都吃到川味生蚝，拉
斯穆森却在成都推介了让中国网友

“垂涎”的丹麦生蚝。在参加了2017“中
国—丹麦旅游年”和赴丹麦旅游项目
推介会时，拉斯穆森向中国游客发出
了邀请，希望大家不仅去体验丹麦美
丽的沙滩和景点，也能帮助丹麦消耗
从海里打捞的新鲜美味的生蚝。

“我知道，最近中国社交媒体上很
多人对于访问丹麦北部和西部怀有浓
厚的兴趣。这不仅是体验我们美丽的

沙滩和历史景点，更是帮助我们消耗
从海里打捞的新鲜美味生蚝。热情欢
迎各位哈！”丹麦王国首相拉斯穆森在
成都举行的丹麦旅游推介会上说。

拉斯穆森表示，虽然还不清楚中国
消费者何时能在家门口吃到丹麦生蚝，
但他从近期在中国网络走红的“丹麦生
蚝泛滥成灾”热点中，看到了向中国出口
丹麦生蚝的潜力和商机。访问期间，他将
和中方探讨58个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
食品。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企业信息查询系统公示获
悉，备受航空界关注的成都神鸟航空已于4月27日在
成都龙泉驿区正式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地址为成都经
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车城西一路111号12栋12、
13层1号，注册资本3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与航
空运输相关的服务业务、航空器维修等。

其实早在去年11月26日，海南航空就发布公告
称，其控股的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与云南祥鹏投资有
限公司、成都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30
亿元组建成都神鸟航空，三者出资分别为10.5亿元、
13.5亿元和6亿元，占比分别为35%、45%和20%。

海航在公告中表示，组建神鸟航空是为了深入挖
掘四川省航空市场资源，提高自身在四川省的市场份
额，提高未来盈利能力。此次神鸟航空正式注册是之
前公告宣布的自然过程。

据了解，成都新机场将在2020年投用，这也让更多
的航空公司发力成都投放更多的运力。成都航空市场一
向被各家航空公司看好。除了国航、川航目前市场份额
最大外，东航、深圳航空、西藏航空、成都航空还有祥鹏
航空都在成都设立了基地航空公司，南航据传也一直准
备在成都筹建基地航空公司。此次神鸟航空正式扎根成
都后，成都基地航空公司在未来有望达到9家。

海航在公告中表示，组建神鸟航空是为了深入挖
掘四川省航空市场资源，提高自身在四川省的市场份
额，提高未来盈利能力。祥鹏投资是海南航空关联企
业，是由海航航空集团和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访成都 敲定“和兴”“毛笋”明年租借

成都神鸟航空正式成立
注册资本30亿元不爬寻常树不爬寻常树//不走寻常路不走寻常路

骨骼清奇的那只大熊猫
要去丹麦住豪宅，爬洋树了

“毛笋！毛笋！”5月2日下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一声声不熟练的四川话召唤下，“网红”大熊猫毛二（乳名“毛笋”）
从竹竿上接过了投喂的苹果。竹竿那头，不是平日熟悉的饲养员，却是一位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宾。他是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将就
任以来首度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首站，放在了四川成都。

邀请中国游客到丹麦品尝生蚝、夜逛太古里考察丹麦品牌、吃担担面全程使用筷子……拉斯穆森不到24个小时的四川行，
安排得紧凑又丰富。而作为行程的重要内容，拉斯穆森专程来到熊猫基地，探望即将租借给丹麦的大熊猫“和兴”、“毛二”。喂食、
拍照、品尝熊猫窝窝头，与大熊猫亲密接触的下午，拉斯穆森替丹麦人民提前感受了中国国宝的乖萌。

成都商报记者从熊猫基地了解到，
5 月 3 日，中国动物园协会与哥本哈根
动物园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丹大熊猫
保护研究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两只来
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

“和兴”、“毛二（乳名“毛笋”）”将远赴丹
麦，旅居哥本哈根动物园，为期15年。

大熊猫基地
首相用四川话招呼它

5 月 2 日下午，丹麦首相拉斯穆森
考察熊猫基地，还特别探望了将赴丹进
行科研繁育合作的大熊猫“和兴”和“毛
二”。看着熊猫憨态可掬的模样，拉斯穆
森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连夸“可爱”

“有灵性”，还模仿饲养员的四川口音，
给它们喂食了苹果和窝窝头。

在丹麦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
拉斯穆森喂“毛笋”的照片，并暗示照片
中的熊猫马上要去丹麦生活的消息后，
众多网友纷纷留言表达不舍。饱受网友
喜爱的“毛笋”堪称2017年第一“网红”
大熊猫。这只出生于 2014 年的大熊猫
因为喜爱爬树，被网友称为“画风清
奇”。今年1月，基地所有新出生熊猫宝
宝给全国人民拜鸡年时，“毛笋”挂在背
后的高树上成功抢镜，一炮走红。

太古里
用筷子吃担担面

在四川短暂停留期间，除了跟熊猫
有亲密互动，拉斯穆森还夜逛成都新地
标——太古里，探访丹麦企业代表在成
都市场的拓展情况。行程结束后，拉斯
穆森在成都映像进了第一顿晚餐，用川
菜为四川行的一天画上句号。

“首相并不吃辣，但经不住属下的
鼓动，还是对每道菜都进行了品尝。”成
都映像的创始人杜兵说，当晚的菜品一
共有十道，口味上既有传统的川菜盐边
牛肉、丁丁兔、炝拌鲜笋、担担面，也有
改良菜品宫保牛肉、竹毛肚象拔蚌椒麻
汁、松茸蒸蛋卷、酸汤水晶虾、熊猫汤圆
等，其中不少都带有酸辣、香辣、麻辣的
四川特色。“打开味觉后，首相对辣是越
吃越想吃，一道酸汤水晶虾，连酸汤都
一饮而尽。”杜兵透露，首相吃川菜，基
本全程都使用筷子，只有做成熊猫造型
的汤圆上桌时，才让首相放下筷子、拿
起手机，拍了又拍。而“首相套餐”价格
也算平易近人，280元一客。

昨天，丹麦驻华签证官延森宣布，
丹麦驻华大使馆已启动“优先计划”，中
国公民申请团队旅游签证时有望提速。

“目前旅游签证的处理时间通常在5天
以上，但对于加入计划的旅行社，我们
力争在3天内发放签证。”延森说。

虽然熊猫尚未从成都动身，丹
麦人民的热切期盼已经呼之欲出。
今年 3 月 26 日，位于丹麦首都哥本
哈根的哥本哈根动物园公布了筹备
中的熊猫馆设计方案。预计熊猫馆
将在2018 年底前落成，供来自中国
的两只大熊猫居住。

根据此前公布的项目描述，熊猫
馆占地2450平方米，工程总耗资高达
1.5 亿丹麦克朗（约合 1.5 亿元人民
币），主体呈圆形，按中国传统哲学的

“阴阳”分为两部分。“圆形设计能与既
有建筑完美契合，又为雄性和雌性大
熊猫构建形如太极符号的分离空间。”
BIG建筑设计工作室创始合伙人比雅
克·英格斯介绍，地面建筑部分从“阴”
和“阳”的一边抬起，所形成空间作为
地下畜舍，同时也可以将熊猫自然地
展现给游客。

熊猫馆由双层组成，一层经循环
坡道与内部空间联通，二层可绕岩质
边坡进行游览，途经当地的北欧植物，
直至茂密的竹林。所有内部功能使游
客的视线都能够欣赏到丰富的地面景
观，使游客获得一种与野生动物近距

离接触的感觉，从而沉浸在大自然中。
熊猫馆的一层有一家餐厅，介于大象
和熊猫之间，游客可以在就餐时同时
观赏这两种动物。

“我们的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感
觉像去参观熊猫家里的游客，而非
熊猫是来自遥远国度的客人。”英格
斯表示，熊猫馆的设计与大熊猫的
自然栖息地非常类似。

据了解，该项目预计于今年 11
月动工，建设周期约1年。自2015年
11 月以来，哥本哈根动物园多次派
兽医、动物饲养管理人员、饲养员和
营养专家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学习大熊猫的保护、饲养管
理、野化培训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哥
本哈根动物园园长斯戴德也多次前
往中国，向成都的大熊猫专家们学
习和请教。同时，为了更好地照顾这
2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凡是将参与
中丹大熊猫国际合作项目的哥本哈
根动物园工作人员每周都要参加园
方组织的中文学习班，以便将来可
以更好地与来自中国的大熊猫专家
交流。

“毛笋！毛笋！”
丹麦首相亲自喂

丹麦
探营

成都
镜头

新家投资1.5亿元人民币
以“阴阳”为设计元素

“热情欢迎中国人
来丹麦吃生蚝哈”

基地共176只熊猫，为何挑中
了“和兴”和“毛二”？基地介绍，租
借熊猫通常选择3岁左右身体健
康的熊猫，比较好喂养。因为出国
时间较长，至少要待10年，选择未
成年熊猫，也是考虑它们的学习
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强。旅居
在外的熊猫通常是两只做伴，基
地会尽量选择一公一母，致力于
配对繁育。如果在国外诞下熊猫
幼崽，根据协议，幼崽会在性成熟
之前回到中国，如刚刚从美国归
国的熊猫“宝宝”，就属于这种情
况。同时，随着熊猫的“出访”，基
地还会派中方饲养人员长期陪
伴，“不一定是那只熊猫平常固定
的饲养员，但会有熟练的饲养员
去照料。”雄性的“和兴”4岁，性格
活泼爱闹腾，雌性的“毛二”3岁，
性格文静爱独处，都身强体壮，

“出访”重任花落它们，也是经过
考察和挑选的。

为啥
选它

今年1月，成都大熊猫基地所
有新出生熊猫宝宝给全国人民拜鸡
年时，“毛笋”挂在背后的高树上（图
中红圈处）成功抢镜，一炮走红。

丹麦首相：

哥本哈根动物园公布的熊猫馆设计方案

本报讯（记者 袁勇）昨日，由成都市商务委，市
农委、市博览局、市旅游局、市外侨办、成都传媒集团、
金堂县人民政府主办。以“水城菌乡。飘香全球”为主
题的2017 中国·成都食用菌美食文化嘉年华启动仪
式在毗河湾省级旅游度假区·一号航线拉开帷幕。本
次活动以菌为介，整合食用菌市场资源，构建资源培
育、环境保护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化模式与市场化
运作机制，提供有利于食用菌新兴产业体系发展的政
策支持；以食为媒，结合金堂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丰富的旅游资源，把美食和美景合二为一，不仅给市
民和游客带来一场全新的美食盛宴，也让世界因为食
用菌认识金堂、了解金堂，提升成都食用菌品牌影响
力，助推产业的发展。

启动仪式上，大蓉和、皇城老妈作为餐饮名店的
代表，与金堂食用菌产业协会签订了供销合作协议；
赵家镇食用菌产业代表企业天绿菌业，成都睿兴菌业
有限公司、清江镇食用菌产业代表企业金堂县清江镇
佳盛家庭农场，也与万达广场、永辉超市、万达自带超
市、吉选旗下生活超市，签署农超对接的合作协议；金
堂优+联盟、农耕云、寻农集与易田电商平台、北京川
商慧联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果乐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战略合作签约。从农超对接助力农民增收、到名店带
动引领消费习惯、整合资源提升品牌形象，此次合作
签约，涵盖了食用菌产业的上下游各环节，对于成都
食用菌产业提档升级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无疑
是我国从食用菌生产大国迈向生产强国具有里程意
义的一刻。

据介绍，金堂县作为四川省首屈一指的食用菌产
业大县，全县食用菌主产乡镇9个，食用菌加工企业
19 家。年产食用菌 5.4 亿袋，产量 40 万吨，产值 27 亿
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2017中国·成都
食用菌美食文化嘉年华不仅打响金堂食用菌品牌，树
立食用菌美食文化名城形象，同时也更好的将金堂食
用菌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说，本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5
月7日，期间，还将举行名家大V论道金堂、“歪果仁”
换个角度看金堂、食用菌素食养生交流会，以及万人
品菌、万人游河、万人赏花等系列活动。将美食、文化、
旅游相结合，通过线上宣传，扩大影响力，线下活动，
拉动人气，吸引人群，带动本地的特色产品走出去。扩
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发展，对于整合金堂旅游产品
和农特产品的意义十分重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金
堂食用菌将遍布全国老百姓的餐桌，更会瞄准食用菌
高端产业，着力构建产、研、学、销一条龙产业体系，建
成中国西部菌城。据介绍，此次活动除了一号航线这
样一个省级旅游度假区设立主会场之外，还在五凤古
镇、转龙鲜花山谷、玉皇山养生谷设立了分会场。活动
期间，金堂县还将开展三大主题活动。

【三大主题活动】

一、品菌 鲍鱼太子、米其林星厨苏继江、国宴大师
曾国华、“良好厨师”曾其昌，孝善大厨潘大果，“痴迷大
厨”王江都是来自金堂，这也足以说明这里的厨师水平
之高。为了可以让消费者更好地品味食用菌美食，感受
食用菌魅力，本次活动还举行了全城美食大联动的特色
旅游活动，金堂30家本土餐饮店作为本次活动美食接待
点，联合通过指定微信平台进行线上秒杀食用菌品鉴餐
饮店折扣券活动，游客可通过到指定餐饮店就餐，感受
金堂食用菌的美味。羊肚菌、双孢菇、明参、菌包、食用
菊礼盒、葛根茶、川皇菊、绿壳鸡蛋、金堂本地冷吃系列
等金堂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与消费者见面。

二、游河 作为成都市首个具备夜航能力的水域
旅游航线项目，毗河湾省级度假区一号航线，也为本次
活动做足了准备，除了旅游航线配套打造的“桥上喷泉
瀑布”之外，坐在游船上品尝食用菌美食，欣赏着美如
画的夜景，也将会给市民带来不一样的美妙体验。

三、赏花 与旅行社合作，制定金堂特色旅游线
路，增开金堂旅游专线，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旅游、赏
花、品鉴金堂美食，提升金堂知名度。

品菌 游河 赏花
2017中国·成都食用菌美食文化嘉年华
活动昨日在金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