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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数据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具体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631.5亿
元，同比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8421.1
亿元，同比增长 7.5%；第三产业增加值
10464.6亿元，同比增长9.1%。

农业生产总体稳定。上半年，小春粮
食总产量422.9万吨，同比增长0.8%；生猪
出栏2754.4万头，同比下降4.1%。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上半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增速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7.2%。分行业看，
41个大类行业中有3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
增长。

服务业增长较快。上半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
平高2.1个百分点。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
加值增长5.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
长6%，住宿和餐饮业增长7.1%，金融业增
长7.2%，房地产业增长5%，其他服务业增
长12.5%。

上半年，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10.1%。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
降0.6%；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4%，其
中工业投资增长7.4%；第三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11.6%。

消费品市场增势稳定。上半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9641.5亿元，同比增长10.5%，
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

会上，省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
熊建中还通报全省五大经济区经济发展数
据：其中，成都平原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同比增长8.2%，川南经济区同比增长
8.2%，川东北经济区同比增长8%，攀西经
济区同比增长5.7%，川西北生态示范区同
比增长7.4%。区域协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
成中。

解读
“总体平稳”从何而来？

会上，熊建中表示，上半年四川经济运
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好
于年初预期目标。

如何体现“总体平稳”？
熊建中介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四川

经济呈现出明显短期回落趋势，但今年一
季度起步较好。今年一季度 GDP 增长
7.8%，上半年相比一季度则又高出0.1个百
分点。“应当说今年GDP季度变化有一个小
幅回升，在起步较好的基础上，国民经济保
持稳定增长的走势，也为全年稳定发展奠
定了良好基础。”

其次是各项经济指标保持稳定，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三次产业保持稳定。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
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拉动增长3.4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拉动增长4.2个百分
点；主要经济指标稳中有进，且都超过了今
年四川经济增长的预期。尤其是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城镇
和农村居民收入均比一季度提高了0.3个
百分点；物价和就业指标相对稳定。上半
年四川CPI上半年同比上涨2.1%，属于温
和上涨区间，且略低于2.2%的全国平均水
平。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7.9万人，完成了
全年新增就业预期目标任务的68.1%。

他同时表示，上半年四川经济稳定增
长，但投资增长后劲不足、部分重点行业增
长乏力、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仍不容忽
视。下半年，还需要进一步坚持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着力提升投资后劲、推动产
业稳定发展，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大力培育
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
现全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合唱大赛
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随着激昂的音乐声响起，一支支神采奕
奕的合唱队伍登上舞台，妆容精致、服装统
一的队员们成为活动现场一道亮丽的风
景。一首首经典歌曲时而深情追忆，时而激
情澎湃，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获得首场比赛第一名的崇州市街子古
镇合唱团团长陈立说：“这些经典歌曲，每次
唱起，自豪和骄傲感就油然而生。”此次他们
演唱的《川西民歌》是她遍访民歌，搜集改编
而成的。合唱团准备了近4个月，每天下午
大家都一起排练。“我们要唱出街子人民的声
音，传承我们独有的地域文化！”陈立说道。

大赛评委，四川音乐学院歌剧合唱系副
教授吴贵红高度评价了此次活动：“在街子古
镇能够听到《川西民歌》这么美的声音很感
动，他们组建的这个百人合唱团，形式很好。
大家都来传唱经典，人们心情愉悦了，家庭也
和谐。武侯区玉林北路社区合唱团带来的
《我和我的祖国》以及郫都区团结镇府河合唱
团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这两个节目指挥
得当、精神饱满，富有感染力，也非常不错！”

5月 31日，“我和祖国共成长——70
年·封面行”大型采访活动正式启动。作为
该活动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的经典歌曲合唱
大赛，在首场比赛后，成都各区（市）县将分
别举办分区赛，专业评委将通过着装、仪容
仪表、歌唱质量等综合打分，遴选出优秀合
唱队伍角逐9月中旬的总决赛。

圆桌论坛
引导居民参与共建共治

本次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圆桌论坛环
节，来自成都市各区（市）县的优秀社区书记
围绕“社区如何引导居民参与共建共治，最
终实现‘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
同’”这一话题进行了分享交流。

“要把社区治理好，首先党组织要发挥
作用！”武侯区玉林街道玉林北路社区书记
向万军表示，社区党组织要提升自治的水
平、法治的意识、德治的高度，多元参与，共
建共治，才能让社区有温度，有情怀，有品
质，让居民更有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

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主任谢一锐
介绍，清源社区以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协商
共治助推社区发展。首先要以居民群众需求
为出发点，以居民群众的满意度为落脚点；其
次要调动党员积极性，利用积分制鼓励党员
为社区服务，让老百姓真正安居乐业。

“社区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
的神经末梢。”双流区东升街道东明社区书
记宋艳强调，做好社区治理，要坚持党建引

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以及业
委会、居委会的推动作用；其次，要
实现社会参与多元化，盘活各项资
源，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把社区
舞台交给居民，以居民参与为主导，
发挥居民自治作用。

崇州市崇阳街道汇蜀社区书记
孙琼丽表示，要引导党员和群众参与
到社区治理中，让党员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齐聚人才助力社区发展治理。

崇州市街子镇会元新区党支部
书记杨喻银认为，社区要坚持在发
展中治理，治理中发展，以经济建设
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以事聚人
助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当天活动中，主办方还邀请到崇州
市崇阳街道朱氏街社区77岁的杨超银
老人分享他感受到的社区变化，他说：

“现在，我们不仅居住条件得到改善，精
神文化生活也丰富了。社区和社工组
织高龄老人开展老街故事会，回忆老街
历史故事，聊聊社区发展变化。社工还
把大家讲述的故事汇集成书，传承我们
的历史文化。社区老年人真正实现了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如何增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
感？此次开幕式联合主办方、崇州市
委社治委常务副主任伍建光表示，崇
州是成都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精华
灌区，自古以来便是“蜀中重镇”，拥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崇州市紧
紧围绕“五个样板区”建设大局，聚焦高
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品质生活，瞄
准“城市品质提升、乡村治理有效、社区
发展均衡、公共服务优质”工作目标，深
化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大力推
进“三个全域、五态提升、四项攻坚”
（354工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水平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此次参与经典歌曲合唱
大赛，我们希望以音乐为媒，通过传唱
经典歌曲的方式，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
爱国热情，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拥抱新时
代，开创新未来。”

而作为首场比赛的举办地街子镇，
是成都市五个音乐小镇之一，同时也是
成都市加快推进“音乐+”产业融合发展
的重要点位。据街子镇党委书记宁志
俊介绍：“街子重点挖掘民乐文化及内
涵，将其打造成文化品牌。目前，川西
民歌村有百人合唱团，号召当地村民、
游客参与，实现共治共享。另外，我们
还建设了两个旅游发展村，发动村民参
与旅游发展，取得了良好效果。近年
来，街子引进了新加坡仁恒置地，建设
溪云书院，打造国际化社区，吸引了不
少国际友人入住；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中
国·青城颐养中心落户建成，加快民乐
文创谷、音乐康养地的打造。”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摄影高昊焜

不是火锅是烤鱼
《天天向上》明星排队抢着吃

7月14日，烤匠代表美食之都成
都，走进《天天向上》节目。制作现场
被嘉宾围得水泄不通，于文文、王一
博、娄艺潇排着长队挤在一起就为吃
一口麻辣烤鱼。看到这一锅麻辣烤
鱼，主持人汪涵激动地说：“我的口水
已经流出来了。”烤匠创始人冷艳君
站在台上有点懵，结束后问导演，“节
目里每次都这么吃东西吗？”导演摇
头否认，“真的好吃才这样。”

“排长队”对烤匠门店并不新鲜，
2013年开业至今，烤匠22家门店连
续五年每天排队。在此起彼伏的网
红餐厅热潮中，排队已不绝对与优质

挂钩，而数年如一日的排队，至少能
够说明它的确够“好吃”。

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烤匠蓝色
加勒比店和烤匠IFS国金店，发现两
家店排队晚高峰从下午五点开始，一
直持续到晚上十点。而烤匠成都群
光店则紧挨着一家海底捞，两家店的
火爆程度不相上下。生意与全国餐
饮“老大哥”并列，似乎代表着烤匠与
优质比肩的信心。

烤匠为什么能够代表烤鱼
成为美食之都新名片

排队多少象征着一个餐厅受欢
迎的程度，而口碑更能凸显一个餐厅
的品质。无论是连锁规模，还是餐厅

数量，火锅素来是成都餐饮龙头。
在前不久刚公布的2019大众点

评成都必吃榜餐厅评选中，十三家火
锅名列其中，占据整个榜单的三分之
一。烤匠作为唯一一家烤鱼品牌上
榜。这个数据从某种程度说明，在成
都“不吃火锅，就吃烤匠”并非一句口
号。麻辣烤鱼已经成为这座城市“好
吃嘴”们的新选择。

烤匠创立的这几年，也是烤鱼品
类发展最快的时期。从市场爆发到
趋于稳定，烤匠逐渐成为川渝烤鱼
的代表。烤鱼是一种起源于四川的
特色饮食，有许多不同的烹饪方法，
品牌也比较繁多。为何烤匠从中脱
颖而出？为此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
著名战略定位专家刘仰东，他分析
烤匠成功的原因在于“聚焦”。目前
烤鱼市场味型多达数十种，但烤匠
把烤鱼聚焦在“麻辣”两个字上，因
为“麻辣”的受欢迎度最高，场景感
最强，味觉最经典，也就是说认知程
度和受欢迎度最高，容易勾起你的
食欲。就像康师傅方便面卖得最好
的是“红烧牛肉面”，统一方便面是

“老坛酸菜面”，他们都属于国人喜
欢的口味，认知度最高。

“麻辣”是四川饮食文化的基
因。连续2071天排队的烤匠麻辣烤
鱼俨然成为国际美食之都成都递给
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怡然 徐诗丽

连续五年天天排队的麻辣烤鱼被《天天向上》“翻牌子”

汪涵：我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

食在四川，味在成都。
美食是全世界的通用语

言，对于“国际美食之都”成
都来说，美食更是递给世界
人民的一张名片。梳理成都
美食知名品牌，都有一个绕
不开的共同点：排队。无论
是排队登上微博热搜的小龙
坎，还是刷新成都排队桌数
的集渔，以及连续5年天天排
队的烤匠……我们都可以从
中发现，他们不仅长期霸占
大众点评热搜榜，成为外地
游客到成都必打卡的地点；
也成为各地媒体关注美食之
都成都的第一视野。

上周日，最新一期《天天向
上》就把视线对准了烤匠，麻辣
烤鱼也成为了川菜、火锅、小吃
之外，一个新的代言词。

7月14日，烤匠走进《天天向上》节目。

烤匠日常排队盛况。

崇州市街子古镇合唱团获得首场比赛第一名。

歌咏新时代 赞美新生活
“我和祖国共成长——70年·封面行”经典歌曲合唱大赛首场比赛在街子古镇举行

7月16日，“我和祖国共
成长——70 年·封面行”经
典歌曲合唱大赛开幕仪式及
首场比赛在崇州市街子古镇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会
议大厅举行，由此拉开了千
支社区合唱队以经典歌曲献
礼新中国70华诞，歌咏新时
代、赞美新生活的序幕。此
次活动由成都市委社治委指
导，崇州市委社治委、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联合主办，街
子镇人民政府、华西社区传
媒共同承办。

《我和我的祖国》《绒花》
《祖国不会忘记》《向往》等一
首首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
经典歌曲响彻街子古镇，来
自成都各区（市）县的合唱队
员们饱含深情，用铿锵有力
的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对美好生活的展望和憧憬。

温江区光华社区合唱团带来《我的祖国》。

青羊区送仙桥社区合唱团带来
《绣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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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四川GDP达20517.2亿元

增长7.9%
首破2万亿
7月16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19年上半年四川经济形势

新闻发布会。经国家统计局审定，上半年四川全省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GDP)20517.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7.9%，增速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这也是四川半年GDP首次突
破2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