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02

要闻

2014年11月12日 星期三

未来汽车抵蓉：全球共商明日交通

3000余位中外专业人士今日在蓉汇集，共同讨论可持续交通运输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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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

请来英国智囊团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楠 ）

昨日，

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率大型英国建

筑设计和规划代表团访问成都，并见

证了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商务处与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投资服务局签

署合作备忘录，未来英国的建筑规划

团队将有望参与到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的建设中来。

“每次来成都，都会惊讶于这座

城市的新变化。”吴思田表示，这已

经是他第四次来到成都，“与中国绝

大多数的大都市相比，成都有自己的

特色———更‘绿’更‘水润’。”不过

吴思田也注意到，成都正以令世界侧

目的速度发展，人口数量、经济总量

不断增加，将面临很多“大城市病”

挑战，“英国很多城市也在经历新一

轮城镇化， 彼此有很多交流合作空

间”。

在四川天府新区正式升级为“国

家队”后，吴思田此行带来的英国代

表团汇集英国顶尖建筑、设计、规划公

司及英国绿色花园城镇的代表专家，

“现在与英国驻渝总领馆方面已签订

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有大量的合作内

容填进这一框架协议中。”

成都拟提高

“高龄补贴”标准

昨日，成都市民政局做客《面对

面政风行风热线》透露，将在年底前

出台成都市高龄津贴的相关规定，大

幅提高高龄老人的津贴标准， 缩小区

域差异。

昨日，有听众打进热线反映，现在

成都市各地的高龄补贴并不统一，比

如双流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领取100

元， 其他区县有的每月最低才30元。

成都市民政局对此解释称，高龄津贴

是普惠性质的， 也就是说到这个年

龄，可以享受津贴。但目前成都实行

的高龄津贴制度并未统一，包括主城

区五个区市县和高新区的标准都不

一致，是各区域按照各区市县情况自

行制定标准， 所以存在区域上的差

异。据了解，成都下一步将完善高龄

津贴制度， 做到区域内减少差距。目

前初步意见已出炉， 争取年底前出

台，将会大幅提高津贴标准，同时将

区域差异缩小，“以后就不会存在你

住在这个区和我住在另一个县， 领取

高龄补贴差别这么大的问题。”

此外，成都市民政局还表示，一旦

有群众反映和投诉，将会查处到位，并

如实答复。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实习生 廖华

今日至14日，第十二届“米其林必比登

挑战赛”将在成都举行。在为期四天的盛会

中，预计将汇集3000余位中外专业人士，包括

来自全球主要行业的约150家私营企业及业

内高层管理者（主要来自中国、欧洲、美国和

日本）、供应商、能源供应商和信息技术/信

息系统专业人士，约100家公共机构（政府、

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等），以及来自40个国

家的400多位记者，共同讨论可持续交通运输

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方案。

“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登陆成都，力求

成为“探索明日交通的全球实验室”，并将推

动成都交通运输的智能、可持续发展。

精彩预告

“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汇聚了汽车制

造商、技术合作伙伴、能源供应商和研究机构

等， 旨在帮助政府及公司的决策者以及舆论

领导者深入了解汽车领域各类最新的先进技

术，从而推动实现更加节能、环保、安全、自由

的道路交通运输。

本届“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在成都国

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举办，以“推动以

促进经济增长与优化城市生活质量为核心的

交通创新”为主题。本届盛会将直面多式联

运等创新交通运输解决方案在发展中遇到的

挑战，力求成为一个完整的“探索明日交通

的全球实验室”。

在集体思考的智慧以外， 还设置了与

车辆体验有关的活动，包括拉力赛、车辆测

试和试乘试驾体验， 现场观众更有机会感

受电子移动等技术， 体验节能的自动化车

辆， 并与这些创新成果的设计者们面对面

地沟通交流。

除了力图提高政府、 行业和公众对影响

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因素的认知， 并证明这

些障碍能够被克服之外，今年的“米其林必

比登挑战赛”还将为交通运输行业奉献一项

特别的创新成果———《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

绿皮书》。 这份文件将汇聚可持续交通运输

领域内享有盛誉的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果，为

行业的绿色改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

指导意见。

体验自动化车辆

与设计者面对面

明日交通

将探索什么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到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探馆。 在欧姆

龙展区，一辆“车骨架”吸引了人们的

注意。 这辆车被称为O’s� Car智能座

驾，车内搭载了电子助力转向系统、车

身控制模块、安全控制模块、电源管理

系统、激光雷达……

欧姆龙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开发

了新一代无钥匙进入系统， 让座驾的

主人无须取出车钥匙就可以轻松开闭

车门、一键启动引擎，该系统更能实现

汽车与智能手机间的双向通讯功能，

让车主可利用智能手机自如地掌控电

池充电量等汽车状态， 大大提高用车

的便利性。

记者探馆

本次盛会欧姆龙还展出了可节

约燃油消耗的怠速停止ECU等车载

技术。

许多车主都知道，引擎是汽车的

主要耗油节点之一，当汽车处于十字

路口等待红灯等怠速状态下 ， 由于

车子不动引擎却在空转， 容易造成

燃油的浪费。 怠速系统可以在这种

情况下自动关闭引擎， 节约燃油的

消耗。欧姆龙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应

用于怠速系统的DC-DC稳压器 ，可

以让该系统的节能更臻完美， 软开

关技术降低了汽车在启停过程中产

生的电压波动，从而令功率损失压缩

到原有的50%。

这场盛会将展出米其林自修补技

术，轮胎被刺穿后不会泄气而被迫停车，

胎面穿孔处会即时自我修复。

不掏钥匙自动开门

等红灯时自动关引擎

自我恢复的轮胎

盛世大赛 凉山登场

体育彰显精神，运动迸发激情。国富民强

催生体育大型赛事的举办。

去年12月20日， 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年会

在海南省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杜兆才在年会上宣布：2014年，中国田协

将举办46场马拉松赛事。 比2013年增加7场。杜

兆才主任特别介绍，在新增加的7场马拉松赛事

中，包括凉山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

经过前期的努力， 凉山在一个新的领域开

启了一个全新的对外展示窗口。

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首次对外公

布，立即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媒体关注着

几个关键点：

四川国际马拉松赛事；我国以城市湿地命

名的马拉松赛事……

凉山，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带着五彩缤

纷的色彩，在2013年末，走向了国际大型体育

赛事的舞台。

凉山有很多灿烂的面孔： 全国最大的彝

族自治州；全国西部地区旅游目的地；全国最

大的水电集群基地；全国清洁能源第一州；全

国最大的绿色“大凉山”农特产品生产基地；

全国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 这里是红军长

征途中彝海结盟的地方； 这里是卫星探月的

地方……

而这一次，凉山将向世界展示另外一张阳

光、灿烂的面孔。

时间夹缝 “强手”环视

舞台已经搭起，就必须让最多的人，最多

的目光聚焦这个舞台。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马拉松赛事中，如何让

外界聚焦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成为工

作的重心。

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尽管凉山已有

旅游、民族文化、农业、矿产等多张名片为世人

熟知，也有着丰富的推广经验，但这一次却是

在一个全新的领域进行的全新的推广。一些体

育赛事经纪公司就非常专业地指出了“西马”

推广的瓶颈：

一是对于举办“马拉松”整个四川都是陌

生的，在知名度和美誉度上是一张白纸。要让

专业运动员与马拉松爱好者关注这张白纸，有

着很大的难度。

第二是时间节点。专业人士用了一个专业

的术语来说明凉山 “西马” 的时间节点瓶

颈———时间夹缝。

这些专业人士所说的 “时间夹缝” 是指

“西马”的赛事的时间安排对一个首次举办马

拉松赛的地方造成的推广瓶颈。

仅11月，在中国田径协会备案注册的国际

马拉松赛事就多达7个：11月2日，上海马拉松；

杭州马拉松；11月9日，西昌马拉松；11月16日，

合肥马拉松；11月22日是海口马拉松；11月23

日是广州马拉松；30日是武夷山马拉松。

在11月如此密集的全国马拉松赛事中，凉

山“西马”前有上海、杭州等马拉松，后有22日

的海口马拉松、23日的广州马拉松等。同时，在

这个月的马拉松赛事中，只有凉山“西马”是

首次举办，没有任何人气积累，并且，地理位置

不如上海、杭州、广州等地。

“西马”正是要在这样一个强手环视的境

遇下，冲出“时间夹缝”，达到“一飞冲天”展

示凉山风采的效果。

找准亮点 凸显“西马”

凉山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以怎样

的形象展示在世界面前？凉山州委、州政府对

“西马”进行反复的利弊分析，专业包装。“西

马”的独特优势被一一梳理出来：

四川国际马拉松赛事。作为我国的体育大

省的第一个国际马拉松赛事，首先引起省内的

极高关注度，同时也能够引起国内外的注目；

我国首个以城市湿地命名的马拉松赛事。

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最美的赛道，最适宜的

气候条件，这些都成为了凉山“西马”不同于

其他城市马拉松的特点；

我国第二个亚高原城市国际马拉松赛事。

紧跟在兰州亚高原马拉松赛事后， 凉山 “西

马” 成为我国第二个亚高原城市举办的马拉

松赛，一南一北，既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又各

具特色、各显风采；

在深秋的春天里奔跑的马拉松赛事。西昌

这座春天栖息的城市“冬暖夏凉”的良好气候

条件，为秋冬时节的城市马拉松赛提供了在亚

高原城市跑出好成绩的独特优势。

凉山“西马”的特色亮点被一一梳理出来，

构成了它的特色矩阵，形成了凉山西昌邛海湿

地国际马拉松赛无法复制的特色。

唯一性和稀缺性，注定了西昌邛海湿地国

际马拉松赛在今年我国40多场马拉松赛事的

宣传推广中脱颖而出。

明星助阵 冠军领跑

这是一名书写了我国帆板运动历史的运

动员，这是一个改写了中国水上运动历史的运

动员，她生在西昌，来自凉山。

殷剑，这个在邛海边长大的渔家女儿，在雅

典奥运会上， 夺得了我国帆板运动奥运会的第

一块银牌；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我国帆板运

动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她的名字，在我国奥运

历史上， 在我国水上运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

响力。 而以她为代表的4位川籍奥运会冠军冯

喆、张山、唐琳和央视著名主持人胡蝶、路一鸣、

谢颖颖等这次都被“西马”邀请为领跑者。

这同样是一位来自凉山的姑娘。 吉克隽

逸，一个凉山美丽的彝族姑娘，如今被称为中

国新生代极具国际范的歌星。在第一届中国好

声音比赛中， 她以一曲彝族歌曲 《带我到山

顶》，深情地演唱了大凉山的母爱，家乡的情

怀，从而一举成为中国歌坛当红歌星，同时，也

成为了凉山阳光、青春、活力的代表。这次，她

被邀请为“西马”的形象大使。这些都可以说

是凉山“西马”宣传推广的神来之笔。

西马

11月9日， 凉山西昌，

阳光明媚！

8时整，西昌邛海湿地

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跑！

10时12分48秒， 肯尼

亚选手Chepngabit� Noah�

Kipruto第一个冲过了终

点， 以2小时12分48秒写

下了西昌 邛 海 湿 地 国

际马拉松 赛 第 一 个 男

子冠军成绩， 埃塞俄比

亚选手Biruktayit� � Eshetu��

Degefa以2小时30分26秒

获得女子组冠军， 就此开

启了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

拉松赛的女子组记录。同

时， 他们两人也写下了四

川省首个国际马拉松赛的

男女冠军成绩。

这是凉山田径运动历

史性的时刻！ 这是四川马

拉松赛的历史性时刻！这

一天的凉山， 向世界展示

了自己的笑脸———

阳光、灿烂，奔跑、激

情！这一天的凉山，向世界

展示了自己的另一张脸

庞———

大气、包容，进取、向

上！

凉山西昌邛海湿地国

际马拉松赛打开了凉山一

张崭新名片。

高端媒体 广域传播

11月9日8点，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

第五套体育频道，全程直播凉山西昌邛海

湿地国际马拉松赛。 在这一天的上午，全

国观众的眼睛有许多关注到了“西马”。

11月9日，打开百度，以凉山“西昌马

拉松”为关键词键入搜索，搜索到的网页

及新闻达到了90多万条之多。在“西马”

诞生出第一个冠军后不到十分钟， 全球

共有近千家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 而在

之前， 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已经

成为各媒体用以追逐受众的主要内容。

当四川首个国际马拉松赛的消息发

布后，新华网、新浪网、央视网、国际在线、

凤凰网等近百家网站立即跟进报道；

当 “九旬老人刘中心抗战老兵报名

凉山‘西马’”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日

报》、网易和新浪微信、腾讯微信等近百

家媒体在重要位置展示出了凉山 “西

马”风采。

《扬州晚报》以“晚报帮你挑选马

拉松”为题，推出了首次在我国西南举

办的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 集合

高端媒体， 畅通传播渠道， 实现广域覆

盖。凉山“西马”，运用强大的媒体力量，

向世界推出了凉山！

翻开凉山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

赛的媒体合作与支持机构， 一个包括新

媒体、传统媒体、纸质媒体、视觉媒体的

传播结构形成了一个广域覆盖的网络。

有国内最权威的媒体机构《人民日

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光明日

报》；有最强大的门户网站腾讯、新浪、

搜狐等，有最专业的媒体《中国体育报》

《体坛周报》等。而我省省级媒体和本地

媒体更是全程关注。

州体育局局长、 本届马拉松组委会秘

书长吉觉作哈告诉记者， 马拉松开幕才十

分钟， 就有上千的微信朋友发来微信表示

祝贺，微信朋友认为这是面对开放时代，凉

山的大手笔。衷心祝愿凉山明天更美好。

承担本次现场直播主持人邵圣懿对

两个半小时的解说，并不感到疲惫，他对

媒体朋友说， 每年我都要现场解说十场

以上马拉松，但对这次是记忆犹新，感觉

太好了。 凉山西昌不仅是全国最美的马

拉松赛道，而且凉山人杰地灵，可以说是

人美、山美水也美。我真诚地祝福，凉山

西昌马拉松越办越好， 成为凉山对外开

放的新窗口，对外展示形象的新名片。

11月9日8点，随着凉山“西马”发令枪

一声枪响，媒体渠道同时也“火力”全开。

这一刻，凉山传遍了世界。

陈甫林 龙德华 罗淙 李伟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凉山城市营销与包装的

成功尝试

凉山西昌邛海湿地国际马拉松赛开赛仪式

体验自动化车辆

设置了与车辆体验有关的活

动，包括拉力赛、车辆测试和试乘试

驾体验， 现场观众更有机会感受电

子移动等技术， 体验节能的自动化

车辆， 并与这些创新成果的设计者

们面对面地沟通交流。

探索明日交通

本届盛会将直面多

式联运等创新交通运输

解决方案在发展中遇到

的挑战，力求成为一个完

整的“探索明日交通的全

球实验室”。

绿皮书发布

将 奉 献 一 项 特 别 的 创 新 成

果———《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绿皮

书》。这份文件将汇聚可持续交通运

输领域内享有盛誉的专家集体智慧

的结果， 为行业的绿色改造提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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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

三大看点

米其林将展示其运用于赛车的技术

企业用“车骨架”的形式展示车载科技，这辆车包涵自动开闭车门、一键启动引擎等功能

法国企业展示如何让车辆更轻更省油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