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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黄金周，
这个黄金周
，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
我们要来点不一样的！
！除了继续为您提供
最新最快的假期新闻资讯外，还要让您“好看
最新最快的假期新闻资讯外，
好看”
”。这个假期
这个假期，
，成
都商报百名记者将在国内外多个地点为您奉上一手的新鲜
视频，
视频
，好吃的
好吃的、
、好耍的
好耍的、
、好玩的
好玩的；
；省内的
省内的、
、省外的
省外的、
、甚至海外异
国，
成都商报都将用精彩的短视频陪伴您的假期每一天。
成都商报都将用精彩的短视频陪伴您的假期每一天
。

成都商报黄金周

视频特别报道

支持单位

百名商报记者从天南到地北

成都广播电视台、成都餐饮
同业公会、成都楼宇经济促
进会、成都零售商协会、西南
购物中心经理人俱乐部、四
川西南铁路国际旅行总社

拍过节视频 给您
“好看”
要您
“好看”

果您是个关注时事的“好事者”，那么省
内外最新最快的视频资讯，让您知晓天
下……是的，
我们就是要给您“好看”。

好吃的好玩的 您想看的全给您

记者只会写稿子？
不！
我们也会
“玩”
手机。这一次，我们要放下笔杆，拿起手
机，用短视频的方式，让您“好看”。国庆
中秋大假的每一天，
成都商报百名记者，
将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和景点，
摇身一变，
成为短视频新闻拍客，
以短视频的方式，
持续为您带来国内外各地的新鲜事。
如果您是个贪吃的“吃货”，我们就
带您领略各地的特色美食，让您一次
“看”个够；如果您是爱好自然风光的
“旅行者”，我们就带您走进最热最火的
风 景 胜 地 ；如 果 您 是 个 贪 玩 的“ 好 动
者”，我们就给您最潮最酷的新玩法；如

哪些点位

从省内到省外 还有浪漫异国风情
我们会在哪些地方为您带来新鲜
视频呢？省内来讲，简直难以一一道尽，
您能想到的市州都有成都商报的记者。
九寨沟、峨眉山、都江堰、剑门关、乐山
大佛……这些热门景区当然也少不了，
这里的交通如何，有什么好吃的美食，
有何最新景区资讯，在“节拍天下”专区
都能一手掌握。另外，选择自驾川西，观
赏高原秋景的游客，也能了解到这一线

的最新路况和景区消息。
省外来讲，哈尔滨、北京、秦皇岛、
西安、重庆、湖南、云南大理、北海……
从北到南多个省份、热门城市都有成都
商报记者的身影，在大假期间为您带来
当地的特色美食和人文风情，带您领略
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除了国内，我们
还将带您走出国门，新加坡、法国、意大
利、泰国……当地浪漫的风情、漂亮的
海景，
都将为您一一呈现。

在哪儿看

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客户端或围观
成都商报微博
那么，
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呢？答案

很简单！掏出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下
载成都商报客户端。大假期间，成都商
报客户端将开设“节拍天下”视频专区，
全天候持续呈现来自省内外各地，甚至
海外异国的人文风情、景区动态、实时
交通、美食美景、即时资讯。您只需拿出
手机，打开成都商报客户端，进入“节拍
天下”专区，精彩视频就在那里。同时，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也将进行即时的推
送 ，您 可 以 在 新 浪
微博上围观@成都
商 报 ，就 可 以 看 到
大假期间实时推送
的视频报道了。
成都商报记
者 杜玉全

熊猫滚滚寄出2.1万份邀请函

邀请重庆、西安两地市民

过节耍成都
2.1万份邀请函

通过京东包裹随机派发给重庆西安市民

“亲爱的重庆邻居/亲爱的西安邻
过节耍成都。
居：
过节耍成都，
成都最好耍！
IFS、
太古
国庆期间，重庆、西安两地市民只
里，
潮流尖货买买买，
宽窄巷子、
熊猫基
要在京东平台下单，即有机会通过京
地，成都特色看不够，盖碗茶、辣火锅、 东包裹收到这份特殊的“邀请函”。此
兔头抄手、
掏耳朵……”即将到来的国
次活动中，熊猫滚滚一共寄出 2.1 万份
庆中秋黄金周，
“过节耍成都”
活动联合 “邀请函”，将在国庆前 2 天从成都由
京东物流，奉上一封“邀请函”，由熊猫
京东物流护送发往重庆和西安，并通
滚滚出面，邀请西安、重庆两地的人们
过京东包裹随机派发给两地市民。

京东物流:

活动很有意义，将以最快速度送给两地市民

“首先，通过与成都商报合作本次
活动，我们希望将这份非常有意义、有
价值的成都‘熊猫护照’邀请函，通过
京东物流网络以最快的速度带给西安
和重庆的市民。”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
表示。
该负责人表示，
“ 过节耍成都”是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跨城活动，在国庆
这个出游季节，将成都的旅游、餐饮等
福利资源进行整合，邀请西安和重庆

这两个友邻城市的朋友们来成都旅
游，不仅为广大消费者创造了很好的
体验和价值，同时也极大地宣传和打
造了成都的城市印迹。
“京东非常有幸
能够参与到本次活动中，通过京东物
流高效的仓配运输能力，将这份邀请
函寄送给西安和重庆两地市民，促进
这三座城市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张士博

今日14时 成安渝高速全线通车
成都商报记者 29 日从成
都市交委获悉，
成安渝高速公
路绕城高速至第二绕城高速
段现已完成各项工程建设任
务，于 9 月 30 日下午 2 时开放
交通。
这意味着成安渝高速公

过节耍成都
多家人气火锅打折优惠不停
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黄金周，成都
的多家火锅店摩拳擦掌，推出特色优惠
活动，
吸引公众来店。
成都商报记者为您盘点，各家火锅
店的黄金周优惠服务：除了传统的折扣
外，还有很多富有本地特色的增值服
务，供来成都旅游的外地游客和本地客
人赏玩。
红汤铜鼎，
就等您来。
大龙燚火锅、
觅矢纪火锅：
凭三日内登机牌到店享菜品优惠
扎双马尾到店吃火锅赢iPhoneX
成都人气火锅大龙燚在今年国庆
期间，连同旗下新品牌觅矢纪火锅一起
向外地朋友推出“凭三日内登机牌到
店，
菜品8.8折”
的活动。
今年黄金周恰逢中秋，大龙燚一年
一度的中秋双马尾挑战赛也拉开了帷
幕。活动期间，到门店扎双马尾吃火锅，
就有机会赢得iPhoneX的大奖。
川西坝子火锅：
民俗艺人室外舞台表演
川西坝子火锅将邀请民俗艺人为等
位的客人进行室外舞台表演，
川剧变脸、
喷火，
茶艺展示等多种表演轮番演绎。
同时，
蜀宗签味盛邀民俗艺人现场演

绎川剧变脸、
会馆说唱等经典民俗表演。
小龙翻大江火锅酒楼：
1日到7日满指定金额送好礼
国庆中秋佳节期间，小龙翻大江火
锅酒楼（春熙店、宽窄店）也有好礼相
送。10月1日至7日，单桌消费满300元，
送小龙翻大江定制冰箱贴一个，消费满
500元送定制金杯一个，10月4日当天更
有猜灯谜送好礼活动。
炊二哥火锅：
为游客准备了成都特色熊猫纪念品
除传统表演外，炊二哥火锅为游客
们准备了丰富多样的富有成都特色的
熊猫纪念品：靠枕、杯垫、手机壳等，不
定期会有代表火锅店形象的萌宠炊小
宝到场互动，
针对游客进行打折优惠。
吴铭怀旧火锅：
可网购代金券，
老顾客菜品7.8折
“双节”期间，吴铭怀旧火锅也准备
了不少福利，10月1日至10月8日，凡到
吴铭怀旧火锅（双建路店）用餐，可提前
网上团购代金券79元抵100元、老顾客
可享菜品7.8折，中秋当日还送月饼尝
鲜，不仅如此，晚上大家在用餐的间隙
还能欣赏歌舞表演哦。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吴华宇

这三个金点子最赞 奖励2000元
“说出你心中的美丽青羊”有奖征集活动结果揭晓啦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将重塑
城市经济地理。
作为
“中优”
战
略的重要担当，
青羊区邀请了
国内多家知名规划机构展开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规划大会战。
为广泛征求社会意见，9
月 15 日，青羊区联合成都商
报发起了
“说出你心中的美丽
青羊”有奖征集活动，面向社
会公众征集
“金点子”
。
10 天征集时间，共有上
百位市民通过微信留言、
发送
邮件等方式参与本次活动，
所
有建议已经整理提交到青羊
区规划部门。最终，3 个金点
子胜利入选，
被评为最佳金点
子，
将分别获得此次活动的现
金大奖——2000元。

金点子1：
张明

《重点打造少城片区特色风貌的建议》
张明认为，
少城片区是成都传承千年的
历史文化核心区域，
可以说是成都寻根文化
的核心，
他建议以明清历史文化特点重点打
造这一区域。
比如，
可以重现 19 世纪著名地
理学家、
“丝绸之路”
命名人李希霍芬所盛赞
的成都少城景致。
具体的建议有：
在少城片区
醒目位置请雕塑名家为李希霍芬塑像；
根据
李希霍芬的描述重现历史景致，
比如立面打
造上增加壁画因素，
请艺术家在少城具代表
性的建筑物墙上将成都古往今来有典型意义
的事件及生活场景描绘出来。
片区内的小游
园建设，
也应当与其明清时期文化特色相协
调，
可借鉴新繁镇的东湖公园古建筑造型。

金点子2：
丁运时

《发展文化产业 打造文创新区》

走 15 条快速路出城
上二绕分流
国庆、
国庆
、中秋假期将至
中秋假期将至，
，高速公路将继续施行小型
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车辆集中出行
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车辆集中出行，
，交通压力激增
交通压力激增。
。成
都市交管局联合本报发布了国庆中秋出行提示，
都市交管局联合本报发布了国庆中秋出行提示
，预计
9 月 30
30日下午及晚间
日下午及晚间、
、10
10月
月 1 日上午
日上午，
，将迎来自驾游出
行车流汇聚的现象；
行车流汇聚的现象
；10
10月
月7日、8日下午和晚间
日下午和晚间，
，将出现
返程车流汇聚的状况。
返程车流汇聚的状况
。为此
为此，
，
交警部门支招，
交警部门支招
，
建议市民
通过15
通过
15条快速路直通第二绕城高速转换
条快速路直通第二绕城高速转换，
，避开高速拥
堵路段；
堵路段
；
在去往大型商圈、
在去往大型商圈
、
客运场站时，
客运场站时
，
尽可能采取
“地
铁公交+
铁公交
+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
”
绿色低碳交通方式。
绿色低碳交通方式
。

你的快递正在派送中——

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黄金周，重庆、西安两地市民很可能收到一
封特殊的“邀请函”。2.1 万份邀请函由“一只来自成都的滚滚”熊猫随
着京东包裹随机寄出（右图），
主题是希望两地邻居“过节耍成都”！
今日起，电子版“熊猫护照”也将正式升级，原本就萌萌哒的熊猫
滚滚可以动起来，同时“熊猫护照”将变为有声方言版，用户可以选择
西安话、重庆话两种方言版本，以及普通话版本。

今日 14 时，成安渝高速全线通车
成都交警发布国庆中秋出行“避堵妙招”

丁运时认为，青羊区历史底蕴深，是古
蜀文明和诗歌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青羊区
应当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把文化产
业发展作为青羊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扬传统文化，青羊可以从这几个方向
入手：古蜀历史文化、诗歌文化、非物质文
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特色民间文化、市
井文化等。推广方式要更加新颖，比如利用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商务资源，推行商旅
联动，实现以商促旅、以旅促商；也可以采
取举办文化推介会、文化产业招商招标、文
化旅游节、文化博览会、文化论坛等方式不
断扩大其知名度，并长期坚持不懈，培育成
为品牌。

金点子3：
@噗湫

《规划能看得见雪山的公共场所》
@噗湫说，前段时间，
“成都，许你一个
看得见雪山的阳台”爆红网络。但是，并不

责编 徐剑 美编 帅健宏 校对 陈婕

是成都的每一个角度都能够看得到雪山。
青羊区能不能在规划里，帮市民找几个视
野开阔的公共场所，让小伙伴们能相约一
起看雪山？青羊啊，就许我们个能望得见雪
山的“望山台”
吧！
除了评选出“金点子”之外，组委会还
从每天参与活动的市民中抽取两位幸运
者，给予奖品作为激励。中奖名单如下：
@Mickey、@滚滚而来的滚滚、@Hao 耗、@
山姆大大、@小公主、@1q48、赵坤利、牛角
书生、桃子、孔维媛、山叶、疯不觉、穆熙、鄢
家祥（柚初发了）、匠人坊、姚锡伦、曾庆中、
倪贤秀、罗昭其、刘碧华（其中，前十位获奖
者每人获得定制天府通卡两张，后十位获
奖者每人获得电影票 4 张）。
领 奖 时 间 为 10 月 10-12 日（10：
00-16：00），领奖地点：红星路二段 159 号
1007 室（携带身份证并提供微信号、邮箱等
相关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路全线建成通车。同时，目前
连接成安渝高速公路的入城
段成洛大道和地下综合管廊
正在加紧施工，
该路段尚不具
备全断面通行条件，
可能出现
进出城车辆拥堵现象。

今日至10月8日 成都不实行汽车尾号限行
根据以往假日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情况看，
交警部门预
计成都市域高速路网交通流
量将增长15%左右，日均车流
量将达120万辆次。预计出城
高峰将从9月30日下午开始，
并在10月1日达到峰值，中秋
节（10月4日）前后将形成一波
次高峰，返程高峰将分散在10

月6日、7日和8日。
因此，9月30日（星期六）
至10月8日（星期日）期间，成
都不实行汽车尾号限行措施。
交警部门建议市民朋友在出
行时尽量错峰出行，
出城避开
9月30日19：00至0：00和10月1
日、2日上午，返程避开10月7
日、8日下午。

交警建议：可通过15条快速路出城
国 庆 大 假 期 间 ，成都交
警对我市中心城区223块诱导
屏逐一进行梳理，
对大假期间
容易出现拥堵的多条高速制
定了诱导屏发布方案（上图）。
同时 ，成都交警规 划了
15 条进出城的快速路，可替
代拥堵的成南、成绵等高速
路，
然后经过第二绕城高速进
行转换再到相应高速，
这样就
可以避开拥堵路段。
1、成彭高速 经北星大道
→在彭州蒙阳站→上二绕分流
沙西线→清流收费站→
上二绕分流
2、成 绵 高 速 经 北 星 大
道→广汉三星堆收费站 →上
二绕分流
蓉都大道→广汉同善收
费站→上二绕分流
3、成南高速 成金青快速
路→青白江大同收费站（或青
白江城厢收费站）→上二绕分流
成洛大道在青白江人和

收费站（或五凤收费站）→上
二绕分流
4、成渝高速 成简快速路
→龙泉湖、贾家、三岔湖收费
站→上二绕分流
5、成 自 泸 高 速 红 星 路
南延线→梓州大道收费站→
上二绕分流
天府大道南段→在天府
大道收费站（或转入国道 213
在煎茶收费站）→上二绕分流
6、
成雅高速 成新大件路
→花源收费站→上二绕分流
成新蒲快速路→兴义收
费站→上二绕分流
7、
成温邛高速 光华大道
→万春收费站→上二绕分流
成温邛快速→三江收费站
（或崇州收费站）→上二绕分流
8、成 灌 高 速 老 成 灌 路
→古城收费站→上二绕分流
西源大道→友爱收费站
→上二绕分流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严丹

四川摸清地理国情家底：

国土面积48.6万平方千米
9月29日，四川省测绘地
理信息局、国土资源厅、统计
局和普查办联合发布《四川省
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公
报》。此次普查由省测绘地理
信息局牵头组织完成，历时3
年多，3500余名普查人员艰辛
付出，绘制了首张地理国情
图，
首次全面准确地摸清了四
川的地理国情家底。
这次普查查清了四川省

行政区域内国土面积为48.6万
平方千米；
中海拔和高海拔区
域占四川省行政区域面积的
71.01%；
种植土地总面积为7.8
万平方千米（1.2亿亩）；
10类林
草覆盖总面积为37.5万平方千
米（5.6亿亩）；单条长度500米
以上的河流总长度为41.6万千
米；单个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
的湖泊总面积为0.04万平方千
米等。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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