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记者 徐剑箫

摄影记者 鲍泰良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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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上时光酒店

398元/天 赠送两餐
免费自驾
（油费自理）

预订热线：0898-38252888-886613006009790即日起接受预订，入住时间为5月1日开始

旅 游 新 主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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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上时光酒店位于大东海旅游度假区，
榆亚大道428号，酒店房间为180度一线海景，
海上鲜餐厅提供优雅的用餐场地。

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的展期

正值“五一”小长假，汇聚了全球优质日

用品的成都国际商贸城将是成都市民假

期出行的好去处。

“五一”到成都国际商贸城逛展，

市民能够在广东钟表展馆一睹世界名

表的风采， 还能在国际商品展馆买到

各种新鲜奇特的进口商品， 而参加本

届展会的义乌企业更为蓉城消费者精

心准备了“五一”礼物———成都市民

在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暨义乌

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上购

买义乌商品， 享受超低折扣的抄底批

发价。

“我们义乌商品的最大特点是物美

价廉。”义乌参展方负责人说，“同样的价

格， 在义乌买到的产品肯定是最好的；同

样的产品， 义乌的价格肯定是最实惠

的。”二折买品牌行李箱，五折购进口红

酒，五五折全自动帐篷带回家……此次参

加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暨义乌国

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义乌企业

无不精心挑选产品，提供给力优惠，希望

能一把抓住成都消费者的心。“五一”到

成都国际商贸城，超低折扣乐购全球日用

品，只等你来。

彭娅兴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超优厚代理政策出台

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开启“财富”之门

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将于4月30日

至5月2日在成都国际商贸城隆重举行，3万余家企业将在展会现场展示展销、洽谈合作。

展会期间还将同期举办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 首届成都日用消费

品博览会签约仪式、2014四川大学生日用消费品代理专场对接会等活动，为参展企业和

代理商提供交流合作平台。 来自义乌的1000余家企业针对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推出了超优厚的代理政策， 希望能在展会上寻

找到实力雄厚的代理商，共同开启创富之门。

展会信息：

4月30日-5月2日

成都国际商贸城

详询电话：028-83585711

详情登录：www.sj51888.com

地址： 北星大道绕城高速出口旁成都

国际商贸城主入口

交通提示：

乘坐 38、46、50、110、129、527、

683、651、大丰1路公交车至国际商贸

城站下；

荷花池肖家村3巷大成市场对面

可乘坐免费购物直通车。

得知要到成都参展，义乌国际商贸城

五区进口商品馆经营户王清第一时间就

报了名。王清是马来西亚品牌“富宴堂”

的中国总代理。2008年初， 他把马来西亚

百年品牌 “富宴堂” 引入义乌国际商贸

城，成立了义乌第一家原厂燕窝品牌代理

公司。此后几年间，王清的经营范围扩大

到锡器、东革阿里、燕窝、卡其法蒂玛、无

比加革、千里追风油、沉香、白咖啡、椰子

油、鳄鱼油、向天果等马来西亚特产。“我

们的产品均为原产地直供，100%天然纯

正。”

这次参加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

会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

会，王清将带着拳头产品———有“马来西

亚国宝”之称的燕窝和东革阿里参展，并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

上和代理商进行推介、洽谈。首次来到成

都的王清给成都代理商开出了优厚的代

理条件。“在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上，成都商家代理‘富宴堂’产品，免去一

切加盟费。”王清说，“如果代理商的拿货

量大，还可以以出厂价批发。”

不仅是王清，此次义乌国际商贸城组

团参展的1000多家企业均看好成都市场。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经营饰品的许先

生，精心挑选了一批设计、品质、价格均有

优势的产品，准备带到首届成都日用消费

品博览会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

品对接会上。“我们的目标是在四川各大

城市寻找代理商。”许先生对成都市场的

定位是休闲、 消费力强，“成都市场辐射

力强，不仅覆盖四川全省，还能辐射整个

西部。”许先生说，他们希望通过成都国

际商贸城这个西部批发经济的窗口，让成

都市民了解他们的品牌，从而开拓整个西

部市场。

为表示寻找代理商的诚意，许先生开

出的代理政策也十分优厚，“加盟费全

免，拿货量达到一定数量可以按比例调换

货。”此外，靠着强大的设计、加工能力，

许先生承诺及时跟进新款首饰，帮助代理

商、经销商抢占市场。

据了解， 此次参展的义乌企业对成

都、西部市场充满信心期盼，纷纷为成都

代理商开出了免收代理费、全国总代理价

格批发、厂价批发、包装无污损包退换等

代理优厚政策。义乌企业希望这些优厚的

代理政策能吸引更多的成都代理商参与

展会，打响义乌优质商品进入成都市场的

第一炮，开启双赢的财富之门。

义乌商家 重拳出击吸引代理商

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暨义乌

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期间，还

将举办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

接会、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签约仪

式等活动，为参展商和代理商提供专业实

效的洽谈合作平台。

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

会将促进义乌各知名消费品品牌落户成

都，实现东西部日用消费品企业之间在经

营方式、销售模式、产品研发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在对接会上，来自义乌的知名日

用消费品品牌和企业将进行专场推介，展

示品牌经营优势、市场潜力，共享国际行

业最新发展信息，为成都地区的消费品企

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推动成都地区商贸

行业发展，促进成都日用消费品市场产品

和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对接会也将成为

义乌商家发展内贸，打开以成都为中心的

西部市场的一大契机。

同时， 以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

暨义乌国际商贸城走进成都商品对接会为

契机， 成都国际商贸城将引进对外贸易项

目， 举行首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览会签约

仪式。来自新加坡、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

国、 马尔代夫等国家的商协会也将以本届

展会为平台， 与成都国际商贸城进行商务

洽谈。 成都国际商贸城国际进口商品馆将

于近期正式亮相，届时国际消费品采购、贸

易战略合作、 国外企业签约等外贸合作将

以国际进口商品馆为基地逐步开展。

立足成都 面向世界 多渠道搭建展会实效商务对接平台

市民乐购 超低折扣等你来

电影新播客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这些年一路有你》

一段旅行，

15

天，

826

公里，一路走来一路感动

身高2米1，袍子摆处宽80厘米，肩宽66厘

米，还有腰翘……昨日下午1时左右，都江堰飞

沙堰外侧发现一尊无头石人。从服饰、雕刻、手

法来看， 都江堰市文物局专家初步认定为汉

代。此次发现的石像，可能为三神石人中的一

尊，此前两尊石像分别发现于1974年、1975年。

40年前，老大老二纷纷出土

何为三神石人？战国秦时，成都平原水患

成灾，蜀国郡守李冰动员百姓修建了历史上著

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水患终被平息。后来，李

冰派人在岷江雕刻了三个巨大的石人。三神石

人最早见于《华阳国志·蜀志》，其中记载：李

冰“于玉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

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脚，盛不没肩。”

虽然有记载， 但一直不见三神石人的尊

容。直到1974年，李冰石像的出土才让三神石

人重现于世。

1974年3月， 在都江堰迁建安澜索桥的新

址工地上发现了一尊高2.9米，肩宽96厘米，厚

46厘米，重约4.5吨的石像。石像身着官服，拱

手而立，面带慈祥笑容。经过专家鉴定，这是都

江堰的缔造者———李冰石像。专家在石像的两

袖和衣襟上， 发现了三行朱砂浅刻的隶书，共

计39字。中行文字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

袖为：“东汉建宁元年闰月申朔二十五日都水

掾”，右袖为“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治水万

世焉。”

1975年初，第二尊石人在都江堰外闸下被

发现。这尊石像高1.8米，肩宽70厘米，锸高80厘

米，重约2.5吨，虽然头部和右肩已被冲毁且背

部冲蚀严重，但石像正面保存较好，其出土地

点与李冰石像的出土地点仅相距60米远。该石

像极有可能是李冰修筑都江堰时的助手，因此

将石像的身份定为“堰工”。

1974年、1975年出土的李冰石像、 堰工石

像如今都被供奉在伏龙观中，供游人参观。

出土石人，极有可能是老三

据都江堰市文物局常务副局长徐军介

绍，昨日发现的石人，其服饰风格与汉代服饰

相近， 整体风格与1975年出土的堰工石人接

近。此次出土的无头石像高约2.1米，底部宽

约80厘米，肩宽66厘米，堰工石像高1.8米，肩

宽0.7米，锸高0.8米。仅就形制而言，二者也很

相近。所以，该石人可能是三神石人中的最后

一尊，不过，确认还要等考古队进一步调查。

为何无头？可能被洪水冲走

在《华阳国志》中记载，李冰曾与江神约

定， 在枯水期水位不低于石人的脚， 在丰水

期不没过石人的肩。 不过， 至今在都江堰出

土的五尊石像中， 有四尊无头。 都江堰市文

物局工作人员推测， 石像无头可能是由于洪

水的冲击。 据介绍， 石像的颈部是最为脆弱

的部分， 在遭遇洪水时， 原本立着的石像被

冲倒， 导致头部在冲击中断裂。 此次出土的

无头石像底部也有一处凸起的部分。 徐军介

绍， 这个部分就是榫头， 榫头的存在说明石

像底部原本有一个基座， 这也印证了石像原

本是立着的说法。

除了镇水反被洪水“斩首”的石人之外，

还有被洪水冲走的情况。在元代元统二年（公

元1134年），为了加固都江堰鱼嘴工程，当时

的人们在鱼嘴处放置了一只八吨重的铁龟镇

水，但一场洪水之后，铁龟就被卷走了。

兑彩票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106

期

排列

3

中奖号码：

082

，全国中奖

注数

3302

注 ，每注奖额

1000

元 ；

排列

5

中奖号码：

08210

， 全国中奖注数

24

注，每注奖额

10

万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联

销“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106

期开奖结果：

17

、

15

、

03

、

02

、

04

。一

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6995

元。

●

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4106

期开奖

结果：

970

，单选

14053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

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31086

注，

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4045

期开奖结果：红

色球号码：

04

、

02

、

09

、

22

、

11

、

19

，蓝色球号码：

15

。一等奖

22

注，单注奖金

5886964

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阴有小雨

14℃～21℃ 偏北风2～4级

明/多云

12℃～24℃ 偏南风2～3级

今日尾号限行

5� 0

身高2米1，袍子摆处宽80厘米，还有腰翘

都江堰现无头石人 这是“老三”吗？

出土地点

都江堰飞沙堰外侧

外貌特征

身高2米1，袍子摆

处宽80厘米， 肩宽66

厘米，还有腰翘。其服

饰风格与汉代服饰相

近，整体风格与堰工石

人接近。

身世记载

三神石人最早见

于《华阳国志·蜀志》：

李冰“于玉石房下白沙

邮作三石人， 立三水

中，与江神要，水竭不

至脚，盛不没肩

出土时间：1974年3月

出土地点： 都江堰迁建安澜索

桥新址工地

外貌特征：高2.9米，肩宽96厘

米，厚46厘米，重约4.5吨，面带慈

祥笑容

出土时间：1975年初

出土地点：都江堰外闸下

外貌特征：高1.8米，肩宽70厘

米，锸高80厘米，重约2.5吨，头部

和右肩被冲毁

老大

李冰石像

老二

堰工石像

和老二长得像

这是老三吗？

昨天出土的无头石人

成都国际商贸城服装展场

成都国际商贸城忙碌备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