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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龙门阵

42.三哥田螺(339店)
餐厅ID：1A0009
特色菜：田螺、脑花、鱼香虾
仁
地址：成华区339购物中心
127号
订餐电话：028-64799703

41.二孃鸡爪爪（东风路店）
餐厅ID：1A0171
特色菜：秘制耙鸡爪
地址：东风路北一巷新1巷
附5号
订餐电话：
18628202101

40.南蜀烤肉和酒
餐厅ID：1B0026
特色菜：藏香猪、五花肉、小
香猪
地址：科华中路长荣路泛悦
国际底商中庭
订餐电话：028-65783791

38.炊二哥（九眼桥店）
餐厅ID：1A0019
特色菜：牛肉、毛肚、鹅肠、虾
滑
地址：九眼桥致民东路28
号
订餐电话：028-85448477

39.金风火扯（川大店）
餐厅ID：1B0025
特色菜：起码赛貂蝉
地址：棕南正街7号附5号
订餐电话：
13981760636

37.愚头记（沙湾店）
餐厅ID：1A0089
特色菜：深水大鱼头
地址：金牛区抚琴街道沙湾
东一路3号
订餐电话：028-87644486

36.百味记小郡肝罐罐串串（南

城都汇店）餐厅ID：1A0118

特色菜：香菜牛肉、大刀牛
肉、吃皮小郡肝
地址：成汉中路185号新街
里二街负一层36号
订餐电话：17713586434

34.花醉
餐厅ID：1B0201
特色菜：精品川菜
地址：提督街99号恒大广场
4001
订餐电话：
028-61999365

33.樽宴酒楼
餐厅ID：1A0056
特色菜：船家烧鱿鱼、黄金流
沙包
地址：二环路东五段锦沙路
128号
订餐电话：028-85970011

32.小馋院（大悦城店）
餐厅ID：1B0018
特色菜：馋香锅
地址：武侯区大悦路大悦城
3楼
订餐电话：
028-65956500

31.秋金小炒
餐厅ID: 1A0123
特色菜：美蛙、冷吃牛肉、凉
拌花甲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龙王庙
正街13号
订餐电话：028-61326862

45.一把骨（西安北路店）
餐厅ID：1A0031
特色菜：卤骨头、粗粮一把骨
地址：西安北路26号
订餐电话：
028-87715530

43.Stay斯德西餐厅
餐厅ID：1A0162
特色菜：法餐
地址：庆云南街69号红星
国际1-201室
订餐电话：
028-84443858

35.熙客火锅
餐厅ID：1A0117
特色菜：口水牛肉、水晶牛
肉、火锅牛肉
地址：成华区水碾河路25
号附7号
订餐电话：13551055727

44.大嘴霸王排骨双楠直营
店
餐厅ID：1B0082
特色菜：大嘴酱香排骨、野菌
排骨汤锅
地址：武侯区双元街6号附3号
订餐电话：028-61674411

27.瘾食电影主题餐厅
餐厅ID：1B0156
特色菜品：鲜锅兔、火焰鸭、
锅炸
地址：青羊区奎星楼街55号
订餐电话：
028-86645955

26.薛涛河鲜馆茶艺馆
餐厅ID：1A0195
特色菜品：鱼品汤锅
地址：武侯区望江路一号薛
涛河鲜馆茶艺馆
订餐电话：
028-85292727

25.小熊湖虾工厂（鹭岛
社区店）
餐厅ID：1A0190
特色菜品：油焖大虾、蒜蓉大
虾
地址：龙华南路42号
订餐电话：028-85458973

23.销魂掌（华阳店）
餐厅ID：1A0054
特色菜品：销魂糯香鸭掌，销
魂排骨虾，销魂土鸡脚
地址：华府大道1段12号左
岸花都门口橄榄树KTV楼下
订餐电话:028-85859484

24.小兵坝坝老火锅
餐厅ID：1B0138
特色菜品：毛肚、鹅肠、肥肠
等
地址：青羊区瑞南街133号
订餐电话：
028-64045030

22.恬记耗儿鱼（德商国际店）
餐厅ID：1A0153
特色菜：香辣耗儿鱼、黑胡椒
烤鱼、签签汇
地址：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
921号德商国际B座一楼
订餐电话：028-85191158

21.田园印象(龙舟店)
餐厅ID：1B0145
特色菜：川东麻辣鱼、花椒猪
蹄
地址：二环路东四段410号
订餐电话：
028-84496552

19.蜀府宴语（宏济店）
餐厅ID：1A0176
特色菜：酱烧甲鱼、蜀府土鸡
片、蜀府滋味鸡
地址：锦江区宏济东路27号
订餐电话：
028-84545111

18.蜀大侠（西玉龙店）
餐厅ID：1A0128
特色菜：花千骨、大侠上上
签、贵妃牛肉
地址：
西玉龙街207号附8号
订餐电话：028-86785757

17.十三椒
餐厅ID：1A0053
特色菜：老坛酸菜鱼
地址：华府大道一段2号
订餐电话：
028-61957999

16.签王之王（总府店）
餐厅ID：1B0104
特色菜：黑胡椒牛肉、香菜牛
肉、折耳根牛肉
地址：锦江区福兴街30号附
101-102
订餐电话：028-84170897

30.醉码头（金牛万达店）
餐厅ID：1A0133
特色菜品：翻江毛肚、草船借
箭、山城棒棒牛肉
地址：金牛万达步行街金街
4号门前行100米
订餐电话：028-87771878

28.有食·匠作羊虾
餐厅ID：1B0141
特色菜品：龙虾、羊肉
地址：成华区和锦路260号
订餐电话：15390027609

20.唐宫小聚
餐厅ID：1B0179
特色菜：粤菜、点心
地址：锦官驿街1号水璟
唐5栋1号
订餐电话：
028-82891211

29.愚头记（正府店）
餐厅ID：1A0006
特色菜品：深水大鱼头
地址：青羊区正府街173号
订餐电话：
028-86622116

15.朴田泰式海鲜火锅
餐厅ID：1A0010
特色菜：冬阴功汤锅
地址：长荣路56号泛悦
国际中庭1栋5号楼
订餐电话：
028-69868710

13.马路边边麻辣烫
（致民路店）
餐厅ID：1A0166
特色菜：火冒三丈兔腰、
冒脑花、冒粉
地址：致民路48号
订餐电话：028-61069685

12.妈妈传炖品（双林店）
餐厅ID：1A0068
特色菜：紫砂锅炖品
地址：
成华区双林路45号
订餐电话：
028-84383977

11.龙森园
餐厅ID：1B0157
特色菜：卤牛油火锅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琴台
路60号
订餐电话：
028-86155158

10.凉山好汉西昌烧烤（高新店）

餐厅ID：1A0004
特色菜：小乳猪、蒜香排
骨、五花肉
地址：府城大道剑南大道
交汇口
订餐电话：15881099253

8.寇家大院
餐厅ID：1A0042
特色菜：青椒烧土鸡、荷
叶粉蒸肉、鹰嘴豆炖老鸭
地址：金牛区抚琴街道沙
湾东一路2号
订餐电话：028-87662888

7.烤匠（科华路店）
餐厅ID：1A0064
特色菜：烤鱼、包浆豆腐
地址：科华路143号蓝色
加勒比1楼
订餐电话：
028-83588391

6.九品风（鹭岛店）
餐厅ID：1A0067
特色菜：汤锅、九品菌包、
松茸
地址：栖霞路46-1
订餐电话：
028-85212323

4.大味生态火锅（武青北路店）
餐厅ID：1B0062
特色菜：极品鲜毛肚、上
上签兔腰、现切牛肉
地址：双星大道北一段武
青北路76号
订餐电话：028-66661988

3.川渔郎·好吃嘴冷锅鱼
餐厅ID：1B0112
特色菜：麻辣酱香、激情
椒麻
地址：青羊区人民中路一
段39号附8号
订餐电话：028-86910929

2.卞氏菜根香（航空路旗舰店）
餐厅ID：1A0180
特色菜：吊烧有机雄鱼、
金汤灼鲜鱼片
地址：航空路7号华尔兹
广场2楼
订餐电话：028-85226767

5.电台巷火锅
餐厅ID：1A0065
特色菜：嫩肉片、嫩牛肉
地址：置信北街8号
订餐电话：
028-61350809

9.李雪火锅食府
餐厅ID：1A0142
特色菜：千丝牛杂、精品
牛大肚
地址：下同仁路72号
订餐电话：15397628901

14.冒椒火辣（奎星楼店）
餐厅ID：1A0017
特色菜：兔头、兔腰、牛
肉、排骨
地址：奎星楼街33号
订餐电话：13408469454

1.巴色鱼捞(华阳店)
餐厅ID：1A0093
特色菜：乌鱼片、滋补锅
地址：华府大道一段6号
左岸花都2号门
订餐电话：
028-61078567

57.鱼猫
餐厅ID：1B0186
特色菜：串串、麻辣锅、手工
凉粉、酸溜溜的花生
地址：双林北支路216号
订餐电话：
028-84341234

56.销魂掌（锦华万达店）
餐厅ID：1A0098
特色菜：销魂糯香鸭掌，销魂
排骨虾，销魂土鸡脚
地址：锦江区三官堂街33号
订餐电话：
028-68636366

55.豪虾传龙虾馆（华阳店）
餐厅ID：1A0052
特色菜：泡椒龙虾、卤煮小
龙虾
地址：华阳菜蔬街一段
56-64号
订餐电话：028-81448651

53.熊小萌（凯德店）
餐厅ID：1B0139
特色菜：烤肉、烤鱼
地址：天仁路凯德天府6楼
19号
订餐电话：
028-65783377

54.学街秀兰麻辣烫
餐厅ID：1A0169
特色菜：卤味锅底、油炸串
串、土豆片
地址：武侯区科华中路
132号
订餐电话：028-85563323

52.烤肴李记石棉烧烤
餐厅ID：1B0143
特色菜：五花肉、牛油、猪舌
头
地址：科华北路33号
订餐电话：
13350896444

51.民间小灶土菜馆
餐厅ID：1A0102
特色菜：灯盏窝、肥肠血旺
地址：成华区双林中横路19
号
订餐电话：
028-84114118

49.盖帮市井串串
餐厅ID：1B0168
特色菜：牛肉、肥肠节子、盖
帮鲫鱼
地址：内曹家巷6号附7-8
号
订餐电话：18328705331

48.签王之王（东升店）
餐厅ID：1B0135
特色菜：黑胡椒牛肉、麻辣小
郡肝、满贯鱼肚
地址：锦江区东升街11号
订餐电话：
028-64075098

47.听香
餐厅ID：1B0202
特色菜：精品川菜、特色酒
吧
地址：宽巷子6号
订餐电话：
028-86639558

46.王品巴山黄牛清汤鲜黄
牛肉
餐厅ID：1A0203
特色菜：黄牛肉
地址：成华区青龙场云龙路
30号附301
订餐电话：028-61111017

60.瓜串串（金房苑总店）
餐厅ID：1B0033
特色菜：冒火锅粉、冒鱼片、
掌中宝、冒千层肚
地址：金牛区金房苑东路29
号
订餐电话：18980867192

58.园里火锅
餐厅ID：1B0185
特色菜：麻辣脆、本味牛肉、
园里冰粉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
街大源国际中心B1栋三楼
订餐电话：028-61125050

50.快耍慢活成都味道餐厅
餐厅ID：1A0197
特色菜：石锅火焰虾、一顿
乱炒、来一份黑凤爪
地址：福锦路一段669号
订餐电话：
028-83605151

59.龙传调花园火锅
餐厅ID：1A0001
特色菜：雪花肉，德国红肠
卷，黑豆腐
地址：成华区高车三路69号
永立星城都
订餐电话：028-84114455

72.百姓百味（华阳店）
餐厅ID：1A0200
特色菜：一顿乱炒、百姓捞鱼
片
地址：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滨
河路368号
订餐电话：028-83665511

71.三木子虾脑汇
餐厅ID：1A0044
特色菜：虾、卤鱼、脑花
地址：牛沙后街2号、
订餐电话：15281057311

70.随和家宴堂
餐厅ID：1A0204
特色菜：泰汁九肚鱼、随和土
鸡片、锅边摸
地址：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66号
订餐电话：028-87786338

68.大牛合（金沙店）
餐厅ID：1A0008
特色菜：鲜牛肉
地址：青羊区金阳路23
号
电话：15928004662

69.蜀小匠牛排火锅
餐厅ID：1A0024
特色菜：牛排、牛肠、毛肚、
秘制午餐肉
地址：成华区东风路北一
巷新一号附13号
订餐电话：028-84723672

67.上里巴人（香槟店）
餐厅ID：1A0007
特色菜：巴人牛肉、玫瑰虾滑
地址：香槟广场3楼
订餐电话：
028-86716199

66.小院大坝坝餐吧
餐厅ID：1B0005
特色菜：串串香、烧烤、干锅
地址：世纪城路198号新会
展中心里面5号馆对面天鹅
湖边
订餐电话：028-85333897

64.碓窝火锅
餐厅ID：1B0207
特色菜：虾滑、老肉片、鲜黄
喉、采油毛肚
地址：昆华路1177号
订餐电话:
028-85189318

63.田园印象（贝森店）
餐厅ID：1B0147
特色菜：田园尖椒鸡、香
辣脆肠
地址：青羊区贝森路62号
订餐电话：
028-81725511

62.二孃鸡爪爪（置信路店）
餐厅ID：1A0172
特色菜：秘制耙鸡爪
地址：武侯区置信路2号
附2号
订餐电话：
13688248265

61.恬记耗儿鱼（青羊万达店）
餐厅ID：1A0113
特色菜：香辣耗儿鱼、黑胡椒
烤鱼、签签汇
地址：青羊万达广场4楼
4001号
订餐电话：028-62709285

75.艾玛小厨
餐厅ID：1B0109
特色菜：提拉米苏、五香牦牛
比萨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君平街
64号附4号
订餐电话：028-86207268

73.又见·曾毛肚火锅
餐厅ID：1A0199
特色菜：曾毛肚、牛气冲天
嫩牛肉、远洋精品耗儿鱼
地址：成都市玉林南路15
号玉林生活广场二楼
订餐电话：028-66911999

65.三顾冒菜（总店）
餐厅ID：1B0002
特色菜:冒张飞牛肉
地址：成华区洪山路18
号
订餐电话：
028-84739833

74.四季锅(桐梓林店)
餐厅ID：1A0206
特色菜：大刀毛肚、麻辣牛
肉、特色猪肝
地址：桐梓林东路9号附2
号
订餐电话：028-85882988

87.英雄峰荟（橡树林店）
餐厅ID：1A0160
特色菜：英雄毛肚、锅边馍、
三分天下锅底
地址：橡树林路117号
订餐电话：
028-86650569

86.2015动虾吧
餐厅ID：1A0060
特色菜：蒜椒小龙虾、密制馋
嘴小龙虾
餐厅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东大
街188号时代华章105号
订餐电话：028-69213758

85.大嘴霸王排骨棕北直营店
餐厅ID：1B0081
特色菜：大嘴酱香排骨、野菌
排骨汤锅
地址：武侯区锦绣路34号棕
北国际2楼
订餐电话：028-85574411

83.啖三花麻辣烫
餐厅ID：1A0027
特色菜：脑花、腰花、蹄花
地址：一品天下大街379号
附18号
订餐电话：
17313180327

84.周极品特色冒菜
餐厅ID：1A0163
特色菜：牛肉、脑花、兔腰、
小香肠
地址：青石桥北街米瑞购
物广场一楼
订餐电话：13540470671

82.水货
餐厅ID：1A0022
特色菜：生焗蒜香海鲜锅、海
鲜超市
地址：群光百货8楼
订餐电话：
028-65000168

81.醉疯烧特色烧烤
餐厅ID：1B0170
特色菜：把把烧
地址：金辉路5号
订餐电话：
13808047922

79.吴铭怀旧火锅（八里小区店）

餐厅ID：1B0061
特色菜：麻辣牛肉、香菜肉
丸、清油毛肚
地址：八里小区双建路1号
订餐电话：
028-83266738

78.田园印象(华阳店)
餐厅ID：1B0148
特色菜：藿香鲫鱼、滋味鸭掌
地址：华阳滨河路二段201
号
订餐电话：
028-85765222

77.万春世代腌卤
餐厅ID：1B0032
特色菜：卤排骨、卤猪蹄、卤
肥肠、元子汤
地址：金牛区营和巷51号
订餐电话：
028-87731041

76.雄赳赳麻辣烫
餐厅ID：1B0107
特色菜：牛肉、猪舌、脑花
地址：锦江区点将台东街92
号
订餐电话：
028-65787799

90.小熊湖虾工厂（万科魅
力城店）
餐厅ID：1A0188
特色菜：油焖大虾、蒜蓉大虾
地址：万科北路19号摩玛新
城3栋1层29号
订餐电话：028-83510838

88.人民食堂
餐厅ID：2A0210
特色菜：泡菜鱼、米粉排骨
地址：崇州蜀南西路113号
订餐电话：
028-84283179

80.呼吉牧蒙古传统烤肉
餐厅ID：1B0048
特色菜：羊排、羊腿、羊肉
串、羊腰子
地址：新城市广场宁夏街
184号
订餐电话：18728457278

89.大牛合（水木光华店）
餐厅ID：1A0077
特色菜：鲜牛肉
地址：青羊大道16号（优品
道广场对面）
订餐电话：
18482275667

102.辛香蜀都（世豪店）
餐厅ID：1A0126
特色菜：河鲜鱼、卤菜
地址：剑南大道世豪广场五
楼
订餐电话：18608112233

101.老饕火锅
餐厅ID：1B0011
特色菜：芝士虾滑、特供毛肚
地址：武侯区长华路19号万
科汇智中心
订餐电话：
028-8509199

100.花田喜寨
餐厅ID：1A0058
特色菜：风味大肘、九尺鸭
肠、逍遥鸡
地址：三圣乡红砂村银杏路
302号
订餐电话：028-84791999

98.碧云天家宴馆
餐厅ID：1A0101
特色菜：紫砂锅炖品
地址：金牛区九里提南路99
号
订餐电话：
028-87676777

99.胖哥俩肉蟹煲
餐厅ID：1A0021
特色菜：肉蟹煲、明虾煲
地址：群光百货8楼
订餐电话：
028-65000038

97.王酱肉
餐厅ID：2B0037
特色菜：藿香鲫鱼、小炒牛
柳、东坡肘子
地址：温江天府街西段172
号
订餐电话：028-82630800

96.长筷子耗儿鱼(万象润街店)
餐厅ID：2A0557
特色菜：极品耗儿鱼、经典蒜
香耗儿鱼、绝味松花耗儿鱼
地址：双成三路15号万象润
街2楼
订餐电话：028-83289279

94.茗酌小院
餐厅ID：2A0238
特色菜：藿香岩鲢、酸汤沙网
鱼、水煮黄辣丁
地址：都江堰IT大道（西源
大道）旁都江堰花园交界处
订餐电话：028-87225422

93.鼎月美食汇
餐厅ID：2A0275
特色菜：枫叶肝腩、藿香三角
峰
地址：龙泉驿区北泉路
1068号
订餐电话：028-84854888

92.大鱼山房
餐厅ID：1B0047
特色菜：三角蜂、菜籽酥肉、
山房红锅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置信北
街8号附43号
订餐电话：028-85072066

91.金朝酒店
餐厅ID：2B0307
特色菜：茶香岩豆、茶油煮
虾、春秋山海汇
地址：成都龙泉驿区龙都南
路588号
订餐电话：028-84846255

105.致和酒家
餐厅ID：2A0264
特色菜：手撕鹿肉、砂锅水晶
粉、养生灵芝菌
地址：温江区南浦路西段
118号
订餐电话：028-82766778

103.冒椒火辣（玉林店）
餐厅ID：1A0086
特色菜：兔头、兔腰、牛肉、
排骨
地址：玉洁巷1号
订餐电话：13548161743

95.荣宜源火锅
餐厅ID：2A0227
特色菜：鲜毛肚
地址：郫都区安德镇安唐
路143号
订餐电话：
028-87955520

104.品轩蜀味焖锅
餐厅ID：1A0020
特色菜：组合焖锅、焖锅虾
地址：群光百货8楼
订餐电话：
028-65000068

117.山村味乡村酒店
餐厅ID：2A0217
特色菜：手撕鸡、全家福、凉
拌鸡
地址：崇州市街子古镇金鱼
东街24号
订餐电话：028-82294287

116.乡里味道
餐厅ID：2A0216
特色菜：烧椒牛肉、漂浮牛
柳、脆皮豆花
地址：崇州市街子镇腾蛟街
87号
订餐电话：13540086711

115.王血旺
餐厅ID：2A0215
特色菜：毛血旺、酸菜鱼、茶
叶菌
地址：崇州市街子镇腾蛟街
113-119号
订餐电话：13679009218

113.川江滋香
餐厅ID：2A0213
特色菜：极品鹅肠、水晶嫩牛
肉、极品猪黄喉
地址：崇州市街子镇惠丰路
187-189号
订餐电话：028-82184199

114.周鸡肉
餐厅ID：2A0214
特色菜：周记口水鸡、风吹
老腊肉、功夫鱼豆花
地址：崇州市清明街32号
订餐电话：
18000502306

112.高记家常菜
餐厅ID：2A0212
特色菜：高记拌鸡、茄汁干
、高记红烧鹅
地址：崇州市街子镇朝阳路
344号
订餐电话：13540250335

111.憨石匠鲜菜土火锅
餐厅ID：2A0211
特色菜：鲜毛肚、鹅肠
地址：崇州市怡然街138号
订餐电话：
028-82211988

109.沁苑村舍
餐厅ID：2A0036
特色菜：乌鱼汤、风萝卜蹄花
汤
地址：温江区万春镇幸福村
幸永路
订餐电话：13458583688

108.新津河鲜石锅鱼
餐厅ID：2B0208
特色菜：石锅鱼
地址：温江区踏水镇生态大
道97-100号
订餐电话：
15908119511

107.春晓苑
餐厅ID：2A0249
特色菜：锅中鸡、龙中对、手
撕风干鸡
地址：温江区和平路
311-319号
订餐电话：028-82707151

106.三顾冒菜（广和店）
餐厅ID：1B0121
特色菜：冒张飞牛肉
地址：武侯区广和一街
87号
订餐电话：18123322202

120.帅凤园
餐厅ID：2B0220
特色菜：酸汤肥牛、帅凉鸡、
帅香兔
地址：温江区天府（统一对面）
订餐电话：
028-61710508

118.百乐来黄菜油火锅
餐厅ID：2A0039
特色菜：牛肉、黄喉、毛肚
地址：崇州市滨河路滨河路
河之洲国际广场三楼
订餐电话：
028-80201199

110.邹记虾铺
餐厅ID：2B0209
特色菜：油焖、蒜蓉、卤虾、
卤甲鱼
地址：温江区踏水镇生态
大道1537号
订餐电话：028-82749194

119.光华生态休闲农庄
餐厅ID：2A0218
特色菜：酸菜鱼、红烧兔、川
椒牛仔骨
地址：崇州市崇阳街道红桥
村五组
订餐电话：028-82228818

132.潮汕鲜牛肉火锅
餐厅ID：2A0234
特色菜：雪花牛肉、吊龙牛
肉、鲜毛肚
地址：走马河东路中段
33号
订餐电话：028-87123669

131.吴氏烤羊排
餐厅ID：2A0232
特色菜：老北京烤排
地址：崇州市三江镇胜利路
371号
订餐电话：
18181939729

130.葡醉园生态农庄
餐厅ID：2B0231
特色菜：麻辣兔、沸腾鱼、农
家拌土鸡
地址：温江区万春镇和林
村
订餐电话：13982005750

128.鹏鑫园家庭农场
餐厅ID：2B0229
特色菜：沸腾鱼、麻锅兔、农
家拌土鸡
地址：温江区生态大道镇子
段1002号
订餐电话：028-82677707

129.小龙坎
餐厅ID：2A0230
特色菜：精品千层肚、红酒
醉牛肉、天香排骨
地址：温江区两河路东段
155号
订餐电话：028-82689433

127.古井老灶
餐厅ID：2A0040
特色菜：古井飘香肘子、炝锅
鱼、古井花椒鱼
地址：崇州市街子镇江城街
133-135号
订餐电话：028-82294037

126.臻厨
餐厅ID：2A0228
特色菜：澳洲羊蝎子
地址：郫都区太清路梨园村
村委会旁
订餐电话：
18081112808

124.宜源休闲庄
餐厅ID：2A0224
特色菜：菊花鱼
地址：郫都区安德镇黄烟
村
订餐电话：
028-87868717

123.兴串串
餐厅ID：2A0223
特色菜：嫩牛肉、鲜鹅肠
地址：彭州市龙兴北街
70号
订餐电话：
18200554997

122.张泥鳅
餐厅ID：2B0222
特色菜：泥鳅、大山鹅、青
椒芋儿鸡、藿香鲫鱼
地址：温江区镇子场成青快
速通道镇子段805号
订餐电话：028-82677167

121.好吃嘴火锅
餐厅ID：2B0221
特色菜：苗苗鱼、芋儿鸡
地址：温江区生态大道
1707号
订餐电话：
13880656081

135.虾米火锅
餐厅ID：2A0237
特色菜：雪花肥牛、火焰牲口
鹅肠、跳舞功夫面
地址：翔凤路金沙水立方
176号
订餐电话：028-87236689

133.申家饭店
餐厅ID：2A0235
特色菜：绿豆排骨汤、盐菜
火锅肉、飘香回味兔
地址：翔和路88号
订餐电话：
15828326132

125.宴遇特色火锅
餐厅ID：2A0226
特色菜：嫩牛肉、鲜鹅肠
地址：彭州市牡丹北路85
号
订餐电话：
13568936126

134.厨匠精致品味火锅
餐厅ID：2A0236
特色菜：雪花牛肉、精品毛
肚、极品耗儿鱼
地址：柏条河南路中段5号
订餐电话：
028-87233666

147.真凤自助火锅
餐厅ID：2B0255
特色菜：鸭肠、毛肚
地址：大邑县潘家街四段
629号
订餐电话：
028-88381366

146.野菜老鸭汤锅
餐厅ID：2B0253
特色菜：野菜老鸭汤锅
地址：大邑茂湾东道187号
订餐电话：
15881026338

145.小小河边鱼
餐厅ID：2A0252
特色菜：藤椒味鲜鱼锅、香辣
味鲜鱼锅
地址：新都区新繁镇锦西路
66-70号
订餐电话：028-61033096

143.芭蕉园
餐厅ID：2A0250
特色菜：剔骨泥鳅、藿香鳝鱼
地址：崇州市崇阳街道滨河
路
订餐电话：
15390422766

144.小城故事
餐厅ID：2A0251
特色菜：干妈蹄花、辣椒鸡
聊天、海参蜂窝煤
地址：都江堰大道215号
订餐电话：
028-89736166

142芙蓉农庄
餐厅ID：2B0248
特色菜：鼎罐菜
地址：温江区芙蓉大道二段
分水村公交站
订餐电话：
028- 82733324

141.徐记乡嘴鸭
餐厅ID：2B0247
特色菜：乡嘴鸭、徐记排骨、
剁椒鱼
地址：温江区龙新路
订餐电话：
13880451245

139.德云饭店
餐厅ID：2A0244
特色菜：卤菜、肝腰合炒
地址：桂花镇金桂南街178
号
订餐电话：
13540332341

138.三味真火
餐厅ID：2A0243
特色菜：脑花、鲫鱼、茄子
地址：玉堂镇玉府路349
号
订餐电话：
15308087542

137.美酒河黑豆花
餐厅ID：2B0242
特色菜：黑豆花干锅、黑豆
花汤锅
地址：龙潭湾江安中路518
号
订餐电话：13558888682

136.梁鸡肉
餐厅ID：2A0239
特色菜：凉拌鸡肉、凉拌凤
爪、凉拌鸡杂
地址：崇义镇圣庵村1组
订餐电话：028-87225471
订餐电话：028-87297998

150.1989干锅烧烤
餐厅ID：2B0258
特色菜：香辣干锅虾、特色五
花肉、独家土豆泥、面皮汤
地址：大邑县北巷子九洲网
城对面
订餐电话：028-88293322

148.四合院炖品酒楼
餐厅ID：2B0256
特色菜：滋补炖母鸡、酸萝
卜带丝鸭
地址：大邑县孟湾东道136
号
订餐电话：028-88269062

140.高丽家韩式料理店
餐厅ID：2A0245
特色菜：韩式料理
地址：郫县望丛中路974
号
订餐电话：
028-64967828

149.泡椒砂锅串串
餐厅ID：2B0257
特色菜：泡椒牛肉
地址：大邑县甲子东路64号
订餐电话：
028-88318688

2017青岛啤酒四川味道·食尚味来餐饮主题活动，参评餐厅投票正在火热进行中，登陆活动官方网站www.scweidao.com
搜索餐厅ID即可投票，扫一扫官方二维码报名参加本次活动，还可以获取更多精彩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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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的两条新政都是
在当天晚上10点左右发布，颇
有点“半夜鸡叫”的感觉。实际
上，本赛季初足协推出每场必有
一名U23球员首发的政策时，也
是毫无预警，让不少球队措手不
及。结果，这项U23政策至今形
同虚设，很多球队象征性地应付
一下，大都在上半场就将U23球
员换下。例如，10轮中超战罢，
上港U23球员张华晨场场首发，
但总计只踢了140分钟，平均每

场14分钟。而在国际足坛，除
非特殊情况，很少有球员会在中
场休息之前就被换下。

据悉，足协将于6月5日在
广州召开大会，中超16支球队
的主帅都必须与会，足协高层、
蔡振华，以及国足主帅里皮都将
到场，一起探讨未来中超发展、
外援政策以及U23球员使用方
法。届时，足协强化U23球员登
场的新政也许会有不同的解读
方式。

就突如其来的两项新政，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询问了中国足协，但
中国足协新闻办主任黄诗薇表示，目前
足协并未就此两项新政有解读，或许之
后会有后续计划。

随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又采访了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
席辜建明，他表示，足协新政虽然有些
急，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就目前来看，
中国的足球市场已经违背了市场规律，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足球市场会这么烧
钱，足协现在是重症下猛药。”

在辜建明看来，大量启用U23球员
并不会造成联赛水平降低，“U23的球员
已经不小了，国外很多俱乐部，队伍平均
年龄其实也就22到23岁，这才是正常
现象，但在我们的联赛中，平均年龄都是
多少，大家心里有数。所以，这次新政其
实算是强行把联赛拉回轨道，给这些
U23球员上场打球的机会。”

而对于赛事精彩程度降低，导致投
资人撤资一事，辜建明则认为，这是一种
阵痛，无可避免，“目前的市场太过于浮
夸，全都是泡沫，一个球员的签字费高达
几千万，这在足球市场中完全是天方夜
谭，但在中国就是发生了。所以，我们不
要说政策违反了职业足球的规律，因为
我们中国的足球圈，本身就已经先违反
了规律。”

辜建明表示，泡沫必须被叫停，“可
能目前大家有些无法接受，觉得我们这
样规定，俱乐部在亚冠赛场上会缺少竞
争力，但这只是短痛，我们必须要通过这
些政策来提高我们中国足球的竞争力。”
他还认为，应该再对中甲和中乙也做出
年轻球员上场限制，比如，中甲限制为
U21，中乙限制为U1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沈轶

/竞彩分析/
足总杯枪手的最后机会
双冠王切尔西绝不放手

阿森纳 VS 切尔西 负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曼联2：0
击败阿贾克斯夺得欧联杯，如愿进
军下赛季欧冠，于是，本赛季英超
传统豪门中最失落的球队，就只剩
阿森纳了。枪手联赛争四失败，
21年来首次无缘欧冠，北京时间
28日凌晨与切尔西争夺足总杯，
成了他们的最后机会，若再失败，
恐怕主帅温格和老板克伦克就真
的都该走人了。

足总杯确实是枪手的救命稻
草，2013－2014 赛季和 2014－
2015赛季，他们正是凭借足总杯
的两连冠，洗刷了此前9年无冠的
尴尬。枪手联赛争四失利的主要
原因，表面上看是紧要关头被水晶
宫队爆冷击败，但深层次还是球队
投入力度不够，没有足够的进取心
所致。要知道，切尔西也在水晶宫
队身上爆冷输球，但这并没有影响
他们最终夺取联赛冠军。两队交
锋历史，阿森纳处于下风，但本赛
季交手，双方各在主场取胜，枪手
还多赚一个客场进球。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至笔
者发稿（5月25日17点），阿森纳
主场对阵切尔西的最新单场固定
奖金为胜4.20、平3.50、负1.65，而
最新彩民投票支持率则分别为胜
23%、平22%、负55%，过半数彩民认
为枪手将四大皆空。综合欧洲各
大博彩公司数据，由于传出枪手后
防吃紧的消息，枪手胜赔普遍走
高。亚盘方面，主流盘口为主队受
让半球/一球，呈大幅降盘走势。
考虑到双冠王对切尔西极具诱惑，
枪手机会不多。胜平负推荐0，让
球胜平负（阿森纳+1）推荐1/0。

福克斯

当今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
九段25日下午在一场波澜壮阔
的乱战之中，因为误算“突然死
亡”，在终极围棋“人机大战”三
番棋中以0：2落后于计算机围
棋程序阿尔法围棋。

是役，执白的柯洁下得相当
积极，主动“挑衅”、制造“争端”，
而阿尔法围棋的反击也相当犀
利。棋至中局，现场讲解的古力
九段、张璇八段等职业棋手一度
认为白棋的形势不太乐观。但
此后，柯洁强手连发，试图将局
势导入自己擅长的乱战局面。
一时之间，棋盘之上烽烟四起，
双方有六七块棋死活未定，柯洁
还保留着在左下角引爆“天下大
劫”的机会，职业棋手们也看到
了柯洁取胜的可能。

在激烈的战斗中，柯洁加快
了落子速度，越来越有信心。他
一边制造劫材，一边尽可能地将
局面搅得更加混乱。可惜，在关
键时刻，柯洁出现漏算，并出现了
打吃找劫的失误。阿尔法围棋
趁机消劫，确立了巨大的领先优

势。至第155手，柯洁投子认输。
柯洁赛后说，自己一度认为

胜利很接近，甚至试图捂住胸口
让心脏跳慢一点。这盘比赛，自
己前面不觉得有什么差的地方，
但在激烈战斗的时候，突然松弛
了下来，因为真的太紧张了，他
有点后悔当时没有再多想想。

“我想这也正是人类的弱点吧。”
柯洁还表示，因为之前看到

阿尔法围棋在网上的表现，加上
听说现在这个版本的阿尔法围
棋可以让跟李世石对阵时的阿
尔法围棋三个子，他本来不觉得
有机会取胜。他很感谢阿尔法
围棋这个强大的对手，自己会尽
力下好第三盘棋。双方的第三
盘比赛将于27日进行。

阿尔法围棋团队的负责人
哈萨比斯说，阿尔法围棋的后台
数据显示，柯洁在布局阶段的发
挥非常完美，而双方在大约前
100手的较量异常激烈，这是迄
今为止人类棋手和新版本的阿
尔法围棋下出的最接近的一盘。

据新华社

必须年轻 不许烧钱
中国足协颁新政
就这么任性
5月24日晚，中国足协的两条新政让最近

趋于平静的中国足坛又变成了一锅沸水。一
条是强化U23球员登场，要求从下赛季开始，
中超、中甲联赛中登场的U23球员要与外援人
数相同。另一条是限制高价引援，对亏损俱乐
部征收与引援支出等额的“引援调节费用”，纳
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用于青少年球员培养。

“人机大战”人类又输一盘

阿尔法狗：
柯洁“非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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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出台的新政甚至引来
不少国际体育媒体的关注，因为
新政很有可能对即将开启的夏
季转会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西
班牙《马卡报》就在相关报道中
提到，这样的政策很奇特！中国
足球为了阻止引进外援，推出了
100%的收费政策。本赛季中超
联赛夏季转会窗口期自6月19
日到7月14日，新政策会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巴西媒体“UOL”也在相
关报道中称，中国足协的调控
阻碍了中国俱乐部在转会市
场的动作。如果中国俱乐部

聘 请 一 名 巴 西 球 员 花 费 了
1500万巴西雷亚尔，那么也将
再支付 1500 万巴西雷亚尔给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根据
相关公告，这个政策的目的是
为了中国足球整体健康发展，
而不是只追求短期业绩。巴
西的媒体如此关注中国足协
的公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如今的中超赛场上，巴西外援
的数量众多，如果这一政策实
行，对于巴西球员的身价肯定
会有影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闫雯雯

“半夜鸡叫”吓醒足球老板

“友邦惊诧”外媒议论纷纷

足协官员：
新政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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