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票渠道：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
信，点击菜单栏投票通道。

投票时间：1月16日9：00~1月21
日（本周日）17：00，为读者（用户）投
票时间。

投票规则：每位参与用户每天限
投15票（用户可自行将票数分配给心
仪候选人）。最终，专家评审组将从得
票数最高的前20位候选人中，投票确
定“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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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车市产品的更新换代，已步入“快车
道”。东风启辰相继推出系列重磅产品，用以
快制胜的“跑轰”战术，全面开启启辰销量持
续飘红的帷幕。

作为东风启辰LOGO焕新后的首款高
品质智联轿车，全新启辰D60于2017年11月
2日上市以来，凭借“高端智联科技、宽大舒
适空间、上乘颜值造型、更好合资品质”等诸
多亮点，获得消费者的持续广泛关注，上市
即脱销，并创造零库存奇迹。全新启辰D60
在12月终端销售8856辆，其中，车联网级别
销量占比高达95%，持续引领“新轿车主义”
时代的进化风潮。

作为东风启辰旗下高品质智联SUV，
以“可信赖、有讲究、更懂你”的价值标准而
定义的全新启辰T70，2017年12月7日上市便
受市场追捧。上市不到一个月，全新启辰
T70终端销售5475辆，车联网级别销量占比
高达82%，市场表现依旧“坚挺”，订单数每
日剧增，继续担纲东风启辰销量的“主力
军”。启辰T90依旧扮演“优等生”角色，市场
表现稳步提升，启辰T90的12月终端销售
5245辆，环比增长29.4%，创单月历史新高。

2017年度销量同比增长22.7%
东风启辰再创业元年完美收官

刚 过 去 的
2017年，对于东
风启辰尤其特
殊。这既是东风
启辰作为自主
品牌企业的成
立元年，承前启
后；同时也是启
辰品牌诞生的
第七年，砥砺奋
进。东风启辰用
七年时间，探索
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发展道路，也
让外界看到了启
辰与生俱来的活
力与潜力。

广告

2017年，在“围绕两个中心，
强化一线执行，实现量利兼收”的
营销指引下，东风启辰以贴地飞
行的姿态，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类
营销活动。

营销既要创新更要接地气。
为此，东风启辰发起了“10万公里
不间断启辰D60品质大挑战”活
动，关注人数达到千万。

网络渠道建设方面，东风启
辰围绕“以渠道为中心的市场
渗透”原则，采用了优先位置的
原则，科学渠道规划，形成了合
理规划的网络渠道建设，并全
面提升经销商的服务能力和服
务质量。

蹲下坚实的马步，方能挥出
有力的拳头。在夯实全价值链体
系能力基础上，东风启辰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用抢眼的销量表
现，跑赢大盘。正如东风启辰汽车
公司总经理周先鹏所说：“我们的
未来，在更高远处！” （张煜）

在 车 联 网 战 略
下，东风启辰智联技
术的落地也正逐步推
进。东风启辰充分利
用高德地图、科大讯
飞等领先的车联网技
术，增加启辰产品新
卖点，提升产品价值，
打造智能互联生态
圈，为消费者提供高
价值的出行服务。

全新启辰D60上
市不到两个月，累计有
效订单已破3万。其中，
车联网级别车型占比
高达95%。作为一款

“能感知、会思考、易沟
通、更懂你”的高品质
智联轿车，全新启辰
D60的智能语音助手
可以实现导航、空调、
娱乐等200多种车内应
用场景功能。

高品质不仅是东风启辰矢志不
渝的追求，更是在市场上保持区隔
化竞争优势的坚固堡垒。“对于东风
启辰来说，高品质不仅仅是一句口
号，它有着更多的内涵。需要企业从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全
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待高品质。”东风
启辰副总经理马磊表示。

从商品企划、造型设计、研发测
试、生产制造、渠道营销等各个“毛细
血管”，全价值链高品质发展体系，已
成为东风启辰的核心竞争力，迄今已
赢得超过62万用户选择及认可。

另外，无论三大件、制造工艺
还是品质管控，东风启辰共享日产
先进体系能力，每一辆启辰汽车都
要经过1697道质量检验工序的重
重把关。

2017最近一期C-NCAP安全
碰撞测试中，启辰T90获得58.5分，
正面100%碰撞试验得分率高达
97.3%，刷新了自2015年起C-NCAP
采用新测试标准的历史纪录。

最新的数据显示，东风启
辰2017年12月终端销售22266
辆，环比增长52.3%，同比增长
61.8%，创历史单月新高。2017
全年终端销售累计143031辆，
同比增长22.7%，刷新启辰品牌
年度销量历史纪录。其中，更
可喜的是，全新启辰D60在12
月份批发销售为10010辆，上市
第二个月便已破万。

投放四款新品、推出启辰
车联网战略、创新营销举措、
构建可持续发展渠道体系，东
风启辰在2017年打造更具差
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在极具
竞争力产品的推动下，交出一
份亮眼的成绩单，打赢再创业
元年市场的收官战。放眼整个
汽车市场，成立不到一年的东
风启辰以持续刷新历史销量

“高度”的强劲势头，成为中国
自主汽车品牌中被“打call”最
多的车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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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家让我们看到了厚重的成都
李宇春则让我们看到了时尚的成都

扫一扫，下载成
都商报客户端

扫一扫，关注成都
商报微信公众号

昨日在为自己心仪的文化名人投票的同
时，也有热心用户（读者）提出了一些疑问。为
此，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天府成都·十大文化
名人”评选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成都商报：这是一场严肃的文化活动，为
何用公众投票的方式？

组委会：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公开投票评
选“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既是对天府文
化、参选名人的普及和推广，也是检验名人公
众知晓度的有效途径，是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从规则设计上看，网络投票只是初评阶段，最
后阶段还有专家评审组来把关。

成都商报：“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是
如何界定的？

组委会：我们这次评的文化名人，不局限于

“传统文化名人”，也不仅仅是评“艺术名人”，更
不是评某个领域的学术精英。一个成都的文化
名人，不仅要有学术高度，还应具备一定的大众
知晓度。

成都商报：把文化大家和流行文化的代表人
物放在一起评选，能否确保评选结果的严肃性？

组委会：文化是多元的，天府文化更是囊
括了“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
益”等多个维度，流行文化也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文化应该兼包并蓄，此次评选不将任何主
流文化拒之门外，但会通过评选规则的设置，
确保评选结果的严肃性。

成都商报：有不少用户（读者）质疑，李宇春
和张靓颖只是流行歌手，她们能进入文化名人
之列吗？

组委会：文化有雅俗之分，但绝无高低贵
贱之别。天府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需要百花齐放，
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某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人
物。李宇春和张靓颖是网友、读者推选出来的，
她们在中国文艺界已经走过了10多年，无论是
李宇春在春晚上唱出《蜀绣》，还是张靓颖的《I
Love This City》，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播天
府文化，我们理应尊重广大群众的选择。

成都商报：有用户（读者）反映，只选15人作
为十大文化名人的备选，是否存在“遗珠之憾”？

组委会：投票首日用户反应积极，并有意
见认为15位名人入选下一轮专家评审环节的
名额太少。组委会经过紧急会商，决定进行微
调，将进入下一轮专家评审的名额增至20人，
避免留下“遗珠之憾”。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点赞！
投票火爆 首日超两万人投出了31万张票！

昨日，由成都商报策划推出的
“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40位候
选人网络投票阶段正式开始。截至当
天下午5：40，有超过2.1万人通过成
都商报官方微信投票，40位入围名
人总共获得了319830张票。有强大
歌迷支持的李宇春以超过6万张票
夺得首日冠军，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
王毅以4万多票高居第二，资深纪录
片导演梁碧波、鲁奖诗歌奖获得者周
啸天、散打评书创始人李伯清、建川
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等都超过了两万
票，文化大家马识途、流沙河等人也
获得了网友们较高的票数和支持。

有网友点赞称，这是一次对成都
记忆的打捞，唤醒城市记忆，推广和传
承天府文化。也有网友表示，李宇春、张
靓颖和马识途、流沙河这样的文化大家
一起参与评选，正是文化包容性的体
现，也是百花齐放的健康文化格局。

成都的生活，如果从美学角度来
谈，让我想到“安逸”二字。

我经常说，成都是“文采之城、安
逸之地、成功之都。”文采之城，是指
文化丰厚；安逸之地，是指生活精美；
成功之都，是指事业辉煌。文化是“安
逸”的基础，而事业有成又是“安逸”
奋斗的目标。三足鼎立，缺一不可。

安逸是成都人自古形成的一种
天性，我们天性就是享受生活。相对
其他城市而言，成都享受生活的地理
环境物质条件都很独特，比其他地方
好。我总说“天下未乐蜀先乐”，这片
土地上的人非常讲究生活质量，因
此，大家亲切地叫成都为“耍都”。

安逸除了身体上的享受，更包括
心灵上的舒适。安逸的成都人，做事有
条不紊，内心长期是满足感。安逸之地
并不是无所作为，劳逸结合是这个城
市人民的特色，并不是苟安，不是贪图
享乐，这里的人玩物不丧志。

生活文化是安逸的基础，安逸最
后的目标是奋斗和成功。成都人民的
性格偏于乐观幽默淡定，苦中寻乐，
再忧愁都是乐的。比如汶川大地震，
大家依然能苦中求乐，“苦中寻乐，及
时行乐”都是成都的特点。俗话说得
好，“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是座
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魏明伦口述)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整理

三国文化研究专家谭良啸：
展示了，深感欣慰和知足

知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谭良啸笑言“这
一策划棒棒哒”。在他看来，自己能否选中是
次要的，但展示了成都的文化名人，深感欣
慰和知足。正如谭良啸所言，我们希望通过
文化名人推选这一独特形式，展示成都各界
文化名人的生命足迹、文化旅程和精神风
貌，揭示一座城市和一群文化名人之间相辅
相成、双向同构的关系，让全城的人们更清
晰地认识天府文化的内核，也有利于天府文
化在更大范围传播。

散打评书创始人李伯清：
明星拉票团给李伯伯扎起

首日投票中，散打评书创始人李伯清获得
了较高的票数。这位出身草根，来自于人民的
表演艺术家，从1994年独创“散打评书”，风风
雨雨走过23年后，早已成为成都人最喜欢的

“笑匠”。在当天的投票中，除了成都商报读者、

用户对他的喜爱之外，他还有一个“明星拉票
团”，廖健、闵天浩、叮当、矮冬瓜、小汤圆等李
家军全体出动。“天府文化，我觉得老师是能够
承载的，他对方言评书的传承、发扬，并不因为
自己是草根而有丝毫懈怠。前不久70岁生日，
他还把生日会搬到清华大学，让年轻人更多接
触天府文化，非常难得。”刚刚开了火锅店的廖
健甚至笑着告诉记者：“如果大家愿意给老师
投票，来我火锅店吃饭打折。”

流行歌手李宇春：
参加活动最重要的是向老师们学习

首日投票中，李宇春、张靓颖排在前列，李
宇春的得票更是高居榜首。对于能够与马识途、
流沙河、魏明伦这样的文化大家并列，两人非常
谦虚，表示这是自己的荣幸。“名次并不重要，参
与这样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向老师们学习，学习
他们的为人，他们对学术的钻研，对艺术的追
逐。希望让更多人通过自己的歌声、表演，感受
天府文化‘优雅时尚’等特质。”李宇春说。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任宏伟 谢礼恒

““天府成都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十大文化名人””投票首日反响热烈投票首日反响热烈，，引起用户引起用户（（读者读者））广泛关注广泛关注，，成都商报记者带着用户成都商报记者带着用户（（读读
者者））热议的话题热议的话题，，专访了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专访了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用投票方式 加强对天府文化的普及和推广

“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

投票方式

成都生活美学之“安逸”

投票火爆
透过名人传播天府文化

昨日，由成都商报策划推出的“天府成
都·十大文化名人”评选活动公布了成都商报
读者、用户和成都市民推选的40位文化名人
候选人，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不少
人都在微信群里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票

“打CALL”，也为成都商报推出的这次活动点
赞。截至昨日下午5：40，有超过2.1万人通过成
都商报官方微信投票，40位入围名人总共获
得了319830张票，堪称异常火爆！

有网友认为，天府成都大家辈出，评选当代
的文化名人，就是对城市记忆的打捞，也是一次
传承。有网友点赞，入围者都是近年来在国内外
有相当知名度、影响力的名人，可以说是成都文
化艺术名人的一次集体展示。还有网友留言称，
这份入围榜单体现了天府文化包容的特质，“马
识途、流沙河等文化大家让我们看到了厚重的
成都，李宇春则让我们看到了时尚的成都！”

■ 文化名人说生活美学

魏明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