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有
什么粉

特色小店是指那些承载城市记忆特色小店是指那些承载城市记忆，，或是蕴涵城市文化或是蕴涵城市文化
的店铺的店铺。。它们没有高端品牌那般规模和体量它们没有高端品牌那般规模和体量，，也许只是一家也许只是一家
面积不大的门店面积不大的门店，，但其但其传递的城市精神是无可比传递的城市精神是无可比拟的拟的。。

日前日前，，成都发布成都发布《《关关于加快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于加快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
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下称意见下称意见），），明确鼓励特色小店创新商业模式和明确鼓励特色小店创新商业模式和
经营业态经营业态，，包括对将传统门店改造为有引领性的旗舰店包括对将传统门店改造为有引领性的旗舰店、、概概
念店念店、、体验店体验店、、定制店定制店，，按照改造费用的按照改造费用的3030%%，，择优最高给予择优最高给予
3030万元的万元的补补贴贴。。

什么样什么样的特色算的特色算““成都特色成都特色”？”？什么样的店算什么样的店算““特色小特色小
店店”？”？新政施行新政施行，，谁将受益谁将受益？？记者采访了被认为具有成都代表记者采访了被认为具有成都代表
性的传统小店性的传统小店———甘食记—甘食记。。以此为代表以此为代表，，可以窥见被评为可以窥见被评为

““特色小店特色小店””的必备要素的必备要素。。

什么算“特色小店”：

云南米线
桂林米粉

？

甘乐的手绘图

84年前，为了家庭生计，成
都人甘家林在东门水码头挑担
售卖肥肠粉。今天，成都有一家
主营肥肠粉的甘食记餐饮有限
公司，在全国已经开设24个门
店。创始人叫甘乐，是甘加林的
第3个孙子。

甘食记全名“甘食记成都肥
肠粉”，比起其他连锁饭店，24家的
门店规模并不算太多。但无论从
名字到商品，甘食记都极富“成都
味”，以至于在西安，一提起成都
名小吃，一些人首先就会想到肥
肠粉。

11年前，甘乐还是成都室内
设计圈里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但
家族手艺不能失传，2008年，他
在成都注册了甘食记餐饮有限
公司，把肥肠粉当作一项非传统
夫妻店的模式经营。换句话说，
从一开始，甘乐的目的，就是把
传统肥肠粉的街边小摊模式，改
造为更加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
门店，且目标是全国连锁化经营
发展模式。

肥肠粉是一项极具成都特色
的小吃。与云南过桥米线、桂林米
粉不同，其是由红薯粉制成，且每
餐都是鲜粉，现打现卖，在川渝地
区家喻户晓。

但现实却有些“骨感”：春熙
路附近一家挂有“肥肠粉”招牌
的店主透露，随着物价上涨，传
统夫妻店模式运营成本增高，
一些专卖肥肠粉的街边小摊不
得不增加产品类型以吸引客流，
或关门歇业。

2008年，甘食记首家店铺在成
都文殊坊对面的北东街开业。以
不到十元一碗的单品价格，该店
首月日均流水达到4200元，9个月
后，第二家店在成都开业，此后陆
续在成都多个区域开设了10余家
门店。

2017年，甘乐带着品牌介绍资
料去到陕西西安，计划在省外开
设首店。头一次来外地，没有足够
的市场认知，甘乐不得不以每天
见5-6个商业综合体招商经理的
频率寻找品牌入驻机会。直到当
年10月9日，甘食记西安首店在大
悦城开业，每天营业额达3万元。

几年前，甘乐将“甘食记百年
肥肠粉”更名为“甘食记成都肥肠
粉”，在西安、大连、贵阳等地陆续
开设城市首店，并即将登陆澳洲
墨尔本，肥肠粉和成都，两个曾经
只是偏居西南、看似关系不深的
概念，却因为特色小店的发展而
紧密相连。

扩张力

肥肠粉出川肥肠粉出川
特色小店不仅仅是一种食

物。从某种意义上看，它还能传递
出一种生活方式：譬如成都有上
千家茶馆，却既能与其他地区的
茶馆错位竞争，市场又能满足蔚
为可观的茶馆量级。

当然，成都的茶馆也并非千
篇一律。当谈论特色小店，我们必
须理解什么是“特色”：在成都日
前发布的意见中，其被指是传承

“成都味儿”，蕴含天府文化，展现
工匠精神，承载城市记忆。

几年前，汐禾在金牛区实业
路附近经营了一家面积不算大的

“不舍”茶馆，传递的正是老成都
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网友“脑
洞不够用”曾发布了一条点评：

“名字取得挺好的，去了就让人不
舍，是对那种悠闲自得的不舍”。

茶在这里不是主角。在不舍
的理解中，成都人爱玩、广交朋
友，因而茶叶是作为一种交流的
媒介，衍生成一种城市名片。正如
茶曾被视作一种传统的饮品，但

特色小店与传统文化有了趣味的
结合，就连00后和居住在附近的
外国人，也因茶而聚集起来。“在
这里，茶不仅是传统的记忆，还是
新的交流载体。”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色小
店还因创新而成为一种城市名
片。不舍以茶为载体的文创伴手
礼现已入驻方所书店在全国的多
个卖场，来自上海、北京、南京等
地的书店、买手店也慕名而来。

“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最能了解成
都文化的场所。”不舍茶空间的主
理人说，茶馆文化赋予了不舍的
品牌价值，随着发展，不舍这样的
特色小店，也正在成为成都茶馆
文化的名片。

而在市场化的当下，“不舍”
们还在得到新生。不同的文化领
域还需要不同的文创伴手礼。而
接下来，他们还在设计一系列具
有成都味的产品，计划有机会到
杭州西湖边设置快闪店，以茶为
媒传递成都文化。

此前，上海曾启动“全球新
品首发地”项目，北京上月也发
布《关于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
店的若干措施》。在首店经济的
概念下，成都在推动城市首店
之外，创新性提到了特色小店
的发展。

甘食记和不舍，两种不同模
式的经营理念指向了同一个方
向：传承“成都味儿”。这与意见的
定义不谋而合。

两者均可被定义为首店，
即首家店设在成都。仲量联行
华西区零售地产部资深董事褚
丹认为，特色小店不是割裂的
经济学概念，其更像是首店经济
的延伸意义。尤其是，在北京、上
海争相布局首店经济的现状下，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关键。具
体而言，成都需要瞄准的是城市

“标签化”的不同点，是区别其他
城市，能够代表创造力和城市文
化特性的载体。

包容、多元、创意，要成为特
色小店，褚丹认为必须具备该三
要素。“一个成功的特色小店需要
具有人气高、好评率高，甚至是城
市名片的特点。”其表示，在发展

逻辑上，与城市类似，特色小店首
先也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城
市特色。

但不同的是，甘食记还通过
连锁化布局在其他地方实现更多
不同的西安首店、北方首店，甚至
澳大利亚首店。这与传统特色小
店的发展路径吻合：当发展到一
定阶段后，特色小店也需要考虑
品牌的打造以及企业的规模化与
流程化，包括找到自己的路径来
进行目标客群甄别、差异化定位
产品、店铺选址、店铺装修、运营
团队培养等，为连锁化或规模化
扩张做好准备。

不过，仍保持一家门店规
模的“不舍”又如何融入特色小
店经济？对于成都而言，成都安
逸闲适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有代
表性和独特性的。“特色小店不
拘泥于实体载体。”褚丹表示，
通过打造生活化的消费场景以
及体验式的消费模式，成都的

“生活方式”可以借由特色小店
的载体走出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图据受访者

吸引力

外地书商因茶而来外地书商因茶而来

连锁或快闪店
特色小店的经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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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充起了，还剩200多。一户一表
就是方便！”近日，青羊区上河新城小区
的住户徐女士成功通过刚安上的一户一
表充上电费，放心地回家了。就在3月初，
因为小区欠缴电费，徐女士和其他住户
还遭遇停电困扰。

从收不了电费到停电，再到用一周
左右时间安装上一户一表，这个变化和
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中社区、街
道的专项“攻坚”密不可分。

高端小区现安全问题

上河新城小区位于大安西路，是一
个邻河的住宅小区，因年深日久，管理跟
不上，上河新城小区二手房的价格比周
边要低出一截。

2018年底，小区的电梯安全、电费欠
缴、水费欠缴等问题一股脑儿爆发出来。

“原有的物业公司离场、新物业没到位，
电梯维保合同又到期，小区的电梯维保、
电费和水费催缴没有主体来执行和实
施。”青羊区草市街街道文殊院社区居委
会主任朱霖感慨，“曾经的高端小区，一
下子沦落成‘老大难’小区了”。

电梯一度成为小区的头号“老大难”
问题。2019年1月，电梯的维保合同到期，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原维保公司无法续
约，新的维保单位又没签订合同。也就是
说，从2019年2月起，小区的10余部电梯
要么停止使用，要么就是违法运行，安全
毫无保障。居民的出行怎么办？

电费和水费欠缴带来的直接问题是
停电、停水。据草市街街道公共服务科介
绍，在2019年1月，上河新城小区欠缴电
费11万余元，水费8万余元。3月1日，小区
曾全面停电数小时。

“列清单”攻坚解决难题

协调一直在进行，平安社区工程百
日攻坚行动更坚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1月，青羊区多
家单位联合参与的上河新城小区电梯安
全协调会就接近10次。

3月1日，草市街街道邀请一家物业
公司、一家电梯维保公司入场，临时接过
小区的物业管理、电梯维保任务。“现在，
电梯维保公司已经对小区的电梯进行了
全面检查和评估，也安排人24小时驻点
值守。”青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草市监管
所所长姜仁智介绍，在平安社区工程百
日攻坚行动契机下，市场监管部门先启
动应急程序，让电梯运转起来，同时正着
力协调小区业主委员会，希望尽快签订
新的电梯维保合同，给予电梯维保长效
保障。

欠缴的水费、电费问题，首先是由街
道出面协调供电部门，并缴纳保证金，确
保不断电，再由新物业公司代为催缴。

“现在，超过90%的欠费用户已经补缴
了。”最关键的是，经过多次协调，上河新
城小区一度搁置的一户一表电表安装重
新提上了日程，从启动安装到全部完工，
用时不到一周。

青羊区草市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纪工委书记马骏介绍，在解决上河新城
小区已经暴露的问题的同时，结合平安
社区工程百日攻坚的要求，街道、社区
还对小区的消防设施、公共设施等进行
了拉网式排查，“针对上河新城小区的
问题，我们列了一个清单，要一个一个
解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友莉

“列清单”见实效
“老大难”问题

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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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双盲应急演练
筑牢城市安全屏障

我市举行大面积停电及自来水爆管、燃气管道爆燃应急演练
我市聚集1600多万的庞大人口，

水、电、气、视、讯作为市政基础配套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居民正常生产
生活的基础保障，也是保障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性设施。自然灾害或其
他突发事件影响城市水、电、气、视、讯
的正常运行，时刻考验着每一位应急
管理人。

为深刻吸取深圳洪水灾情教训，
进一步加强、优化、统筹成都应急能力
建设，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
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救援
体系，做好汛期应急准备。《中华人民
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六条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与非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的合作，联合培训、联合演练，提高
合成应急、协同应急的能力。4月14日
晚，我市举行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实战演练，对全市应急救援能力进行
全面体检。

本次演练由市委副书记、市长罗
强担任演练总指挥，市政府分管负责
人参演，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办公厅、
市经信局、市应急局、市商务局、市公
安局等30余家单位参加，集结了10余
支应急队伍。在事前不通知演练时间、
地点和演练内容的情况下，采取“集中
指挥和多点实战结合、桌面推演和现
场演练结合、应急演练和观摩评估结
合”的方式，考验我市应急力量协调联
动能力和应急实战能力。

晚上7点30分，市演练指挥部在市
智慧治理中心发出指令，依托现代化
通讯技术手段，实现智慧中心和3个不
同地点、不同场景模拟应急救援音视
频同步、远程指挥，进行了一次“智
慧＋应急救援”的积极探索。

以全市连降暴雨、主要河道超警

戒水位3米以上为背景，本次演练模拟
了三个突发场景：

场景一，受暴雨大风影响，多处变
电站设备故障，造成约7个区（市）县40
余万户居民用户停电，引发市区部分
交通信号中断、医院手术中断、地铁运
营中断、通讯中断、高楼电梯困人、下
穿隧道积水等灾害事件。

场景二，金牛区羊西线蜀汉路与
蜀明路交叉口一施工工地自来水管道
受外力破坏爆管，施工工地2人失联，
一危化运输车辆翻车泄漏，造成现场
污染，危及供水安全，同时导致金牛区
大面积停水，影响3万名群众。

场景三，成都市锦江区中环路锦
绣大道与琉璃路交叉口一工地施工时
挖断燃气主管道，燃气大面积泄漏爆
炸，造成现场施工作业人员4人当场死
亡，14人失联，导致出现大面积停气。

19时40分，各应急救援队伍陆续
到达救援现场后，接到“考试试题”，立
即开始进行事件救援桌面推演。专家
团队对演练全过程进行了评估，对各

参演队伍进行了点评。最后，罗强进行
了总结讲话，全面点评本次演练活动，
并对成都市应急管理工作提出要求。

此次演练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
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原
则，快速调度了市、区两级政府相关部
门和应急队伍，与真实场景下的救援
和实战作业需求高度吻合，充分检验
了各级各部门遇到突发应急事故的处
置能力，反映了各级各部门应急响应
能力、重大险情预判能力及联动处置
能力，强化了全市上下的应急意识，为
今后开展各类灾害应急演练提供了范
本与参考，并推动我市应急演练机制
进一步完善，推动成都应急管理从“救
援响应型”向“预防响应型”转变，筑牢
城市安全屏障。

记者从市应急局了解到，演练中，
专业救援队伍响应迅速到位及时，各
相关部门和区（市）县第一时间启动相
应预案并进行应急处置，达到了演练
预期效果。

成都日报记者 田程晨 赵荣昌

昨日晚，我市举行大面
积停电及自来水爆管、燃气
管道爆燃应急处置“双盲”
演练。演练结束后，应急管
理专家代表受邀对此次演
练作了点评，对存在的不足

“对症下药”，现场提出了意
见建议。

根据场景设置，专家代
表们对此次实战演练给出
了五点意见：

1.成都市此次实战演练
科目设置合理；点位一为用
户停电，引发市区部分交通
信号中断、医院手术中断、
地铁运营中断、通讯中断、
高楼电梯困人、下穿隧道积
水等灾害事件；点位二为一
施工工地自来水管道受外
力破坏爆管，施工工地2人失
联，一危化运输车辆翻车泄
漏，造成现场污染，危及供
水安全，同时导致金牛区大
面积停水，影响3万名群众；
点位三为一工地施工时挖
断燃气主管道，燃气大面积
泄漏爆炸，造成现场施工作
业人员4人当场死亡，多人失
联，导致出现大面积停气。
三个应急点位科目设置是
城市最常见的需要展开应
急救援科目，但是需要多部
门联合作战，科目设置可以
达到实战演练的目的。

2.相应程序完善，所有

实战演练流程均符合预案
要求；各单位（部门）在接到
演练“考题”之后，第一时间
启动汇报、应急处理等一系
列程序，从处理过程来看，
没有造成次生灾害，且没有
造成恐慌等现象的发生，达
到了预案要求，且用成绩为
演练交出了合格答卷。

3.处理突发事件高效；
无论从120、119、110等应急
救援保障力量到位时间，还
是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急
响应处理效率来看，都符合
国家对于应急救援的要求
范围，特别是专业救援力量
与非专业救援力量的配合
上，更是高效，值得肯定。

4.整个演练的过程中，
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的
过程中，没有做到面面俱
到。尤其在点位三建筑工地
挖断燃气主管道的汇报过
程中，没有精准汇报如何预
防发生次生灾害和次生灾
害可能引发哪些后果。

5.对应急处理过程中的
难点、焦点和重点，把握不到
位。以后在应急处理中要更
加注意，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例如在三个点位中，是否精
准地了解用电、用水等应急
的启动情况和保障情况，以
及供电设备等应急救援必要
条件的供给保障等问题。

专/ 家/ 声/ 音

应急演练现场 摄影 王红强

紧接01版 二是完善城市风险防控体
系。以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为目
标，强化源头治理，建立健全风险联防联
控机制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充分发挥
智慧治理中心功能，加快整合完善城市
安全信息化系统，大力开展安全知识公
益宣传活动，积极构建综合性、全方位、
系统化的城市风险防控体系。三是强化
城市安全应急准备。要进一步健全应急
预案体系，加快理顺应急救援指挥机制，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促进城市安全
应急准备工作更加有力有序有效。

罗强指出，要扎实开展平安社区工
程百日攻坚行动，切实消除群众身边风
险隐患；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进一步推动责任到位、任务到位、
处置到位；要抓紧完善防汛抗旱指挥机
构和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全面做好防
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要扎实做好重
大活动风险防控，加强活动现场通讯
和交通保障，坚决防止人员拥挤踩踏
等事故发生。

演练结束后，市应急局通报了事故
及应急处置总体情况，应急管理专家代
表受邀对此次演练作了点评。

市领导谢瑞武、刘筱柳、刘玉泉、王
平江、刘旭光、曹俊杰、敬静，市政府秘书
长周先毅等参加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