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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馈广大观众的大力支持，成

都中青院线推出特大回馈活动———

开学的礼物。

值此暑假结束、孩子们即将重返

校园之际，成都中青院线隆重推出送

给孩子的开学礼物———三大经典童

话剧《小红帽》《神奇魔法七色花》

《白雪公主》将轮番上演。这些陪伴

孩子们共同成长的经典童话故事，将

以儿童舞台剧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

前，与他们一起迎接新的学期。

9月8日即将上演的经典格林童

话人偶剧《小红帽》，是中青儿童艺

术团推出的优秀剧目，由著名儿童剧

导演王晓鑫、王镭两位艺术大师联手

精心创作编排。

故事讲述的是格林小镇有一位可

爱的小红帽，她最亲最爱的人是外婆。

清早，乌龟邮差送来了外婆的信，小红

帽的外婆是一名专为小朋友带来美梦

的造梦师，为了早点看到外婆的笑脸，

小红帽没听完妈妈的叮嘱，就出门了。

在一片狼群出没的黑森林， 那里有一

位狼先生，举止客气有礼，装扮绅士。

小红帽甜美的歌声引起了狼先生的注

意， 他假扮猎人邀请小红帽走向危险

的岔路，小红帽的贪玩和好奇，让她经

受不住狼先生花言巧语的诱惑，违背了

妈妈的叮嘱，偏离了安全的大道，走进

了危险的黑森林……狡猾的狼先生抢

先一步赶到外婆家，骗开了门，一口把

外婆咽到肚子里， 然后穿上外婆的衣

服，戴上外婆的帽子，躺在外婆的床上，

还拉上了帘子，扮成“狼外婆”，等着小

红帽自投罗网……

在国外，家长每月带孩子看场儿童

剧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娱乐惯例。家长们

并不是被动扮演陪同的角色，而是同样

要深入剧情，和孩子一起体验。往往演

出结束后的几天内，和孩子的平等讨论

和不间断启发将会一直持续。

演出时间：

9

月

8

日上午

10

：

00

、下

午

3:00

、晚上

7:30

演出地点 ：四川省歌舞剧院 （西

大街

97

号）

演出票价：

150

元、

120

元、

90

元、

50

元

订 票 电 话 ：

028 -61555670

、

85098750

、

18982037221

官方网站：

http://sc.cyct.cn

购票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新希望

路

7

号丰德万瑞中心

B

座

6F

送给孩子的开学礼物———

经典格林童话人偶剧《小红帽》

9月8日上演

石渠扎溪卡

川西最美的草原

“扎溪卡” 是石渠的藏语别

称，意为“雅砻江边”。关于扎溪

卡，有一个美丽传说。相传在很久

以前，一头神牦牛被冰雪禁锢在格

拉丹冬雪山之上，一群康巴勇士爬

上雪峰，从太阳上引来火种，融化

了冰雪，神牦牛苏醒了，一股清亮

甘甜的雪水从它的鼻孔中喷涌而

出，从此草原上有了涓涓的溪水和

清澈的河流，也有了肥壮的牛羊和

悠扬的牧歌。太阳与火成为了部落

崇拜的图腾，扎溪卡也有了另一个

名字———太阳部落。

石渠系藏语“色须”译音，因

境内的黄教寺庙“色须贡巴”而得

名。 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在- 7℃，最

冷的时候是- 45℃。 独特的高原气

候和游牧部落文化，塑造了石渠美

丽灿烂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草原是石渠人主要的生活舞

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便成了多数

石渠人的生活方式。印象中，游牧

就是吃着牦牛肉，穿着牦牛毛做的

衣，驮着牦牛线织的帐篷，骑在牦

牛背上，赶着牦牛去水草丰美的地

方大吃大喝。事实上，石渠的游牧

部落就是这样，当越来越多的藏族

人告别牦牛背，开始在大城小县过

定居生活时，石渠那些原始的游牧

部落，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石渠的游牧部落有18个，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查加部落。查加部落

在石渠县长须贡玛乡境内，共60多

户牧民。据说是草原上最古老的部

落之一，从雅砻江下游一个叫查加

的地方迁来。 由于是外来部落，他

们与周围部落很少来往， 相对封

闭，原始部落的一些戒规和习俗保

留得相对完整。他们还用最原始的

方法提取酥油，用一种很独特的方

式杀牛， 无论男女都不沾烟酒，不

与其他部落通婚。

由于晚上天气闷热，家住金花镇

长丰村的陈大妈睡觉时开启了空调，

到了第二天中午，她感觉手臂和背部

非常痒，而且有几处起了水疱，到医

院就诊后才知道自己得了荨麻疹。原

来，这空调半年多没用了，滋生了许

多螨虫，重新一开，螨虫就吹出来了，

被叮咬后才皮肤过敏。

据医生介绍， 每年6月份都会有

不少因空调螨虫引起过敏性皮炎的

患者前来就诊，“这类患者大多手上、

腿上、背部冒出一块块红斑，严重的

还伴有水疱，抓了会很痒。其实这就

是螨虫叮咬所引发的荨麻疹，而且大

多数患者都不知道身上的皮肤病是

因为空调引起的。”随着天气炎热，这

样的病人也开始多起来。

这种皮肤病在乡村发生的概率

更高。在乡村，螨虫易滋生，而且一般

家庭只会在夏天开空调解暑，空调有

八九个月是“歇业”状态。空调螨虫

不仅会导致皮肤过敏， 还会让人鼻

痒、鼻塞，严重的还会引起腹泻。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螨虫危害健

康呢？长久没有开空调的用户，夏天

开启空调之前一定要清洗过滤网和

吸尘网， 并且用消毒剂清洗散热片，

开始使用后也应该隔半个月清洗一

次。市民可以自己动手清洗过滤网和

吸尘网，用洗洁精清洗即可，而清洁

散热片时要用的空调消毒剂也可以

在超市买到。

本版稿件据成都全搜索网站

夏天注意清洗空调 预防皮肤病

石渠，是四川海拔最高、面

积最大、位置最边远的县。石渠

在甘孜州西北部，面积约2.5万

平方公里，与青海玉树接壤，距

离康定696公里， 距离成都

1054公里。这里的平均海拔为

4250米，比拉萨还要高600多

米。 你能想象这个县72%的面

积全是草原吗？ 而这个草原只

有一个名字，叫“扎溪卡”，也

是四川最大的草原。

论坛

网友播报

每年的6至9月，是草原最

美的季节， 这个时候来到扎

溪卡，正赶上当地“耍坝子”

的好时候。这时候的草甸上，

星星点点搭起许多蘑菇似的白

帐篷。 人们穿上鲜艳的民族服装，

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牦牛肉酥油糌

粑青稞酒，来到草原上享受阳光享

受生活。扎溪卡人有着草原一样宽

广的胸怀和太阳一般火热的情感，

无论你走进哪一顶帐篷，都会受到

热情友好的款待，好客的主人端出

酥油茶，道一声祝福吉祥的“扎西

德勒”，唱上一支情深意长的山歌，

或是邀请你一起跳弦子锅庄。

巴格嘛呢墙、 松格石经

城、色须寺

草原

景点

成都至石渠没有直

达的班车， 只有先到康

定， 然后从康定转车去

石渠， 需要三天两夜才

能到达。

石渠县城有香德尼玛酒店

和扎溪卡酒店， 条件相对好一

些。但因为石渠县城长期缺水基

本酒店不能洗澡，卫生间也是没

水的。草原上只能找当地的农家

住宿或自带帐篷住宿。

住宿

旅游

时间

交通

全搜索网友 海布里之心

伯恩太阳能斩获

品牌金奖

推动中国“绿色GDP”

8月8日， 由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中

国国际商会联合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支持的第六届中国品牌节于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创新与转型

是本届中国品牌节的主题， 在低碳、节

能、环保领域涌现出诸多“新星” ，它们

正在推动着中国“绿色GDP” 发展。 在

太阳能产业领域，作为行业代表的伯恩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首次亮相中国品

牌节便一举斩获品牌金奖。 那么，这样

一家太阳能领域的新锐企业是因何受

到中国品牌节的青睐？

这或许从其品牌发展轨迹中能够

找到答案。 从“全球技术整合” 到“平

板太阳能中的苹果” ，伯恩在充分分析

自身实际以及行业发展特点基础上，构

建了独具特色且清晰可行的品牌发展

战略。

得益于中德合资的大背景，伯恩太

阳能起步之始便具有了国内同行企业

所没有的高起点与技术优势。“伯恩之

所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重要的在于对

自主创新的坚守， 对产品品质的苛求，

对现代化制造手段和自动控制的追求，

还有对市场脉搏跳动的准确把握。 ”

长盛同辉深证100

等权重分级指基

8月20日起发行

市场跌跌不休， 抄底资金暗潮涌

动，其中运用等权重编制的分级指数基

金，凭借其标的指数更为分散和均衡的

行业分布而获得强于传统指数的表现，

今年来吸引众多投资者潜伏当中。顺应

这一趋势， 8月20日起，国内首只跟踪

深市百大蓝筹、采用等权重编制的深证

100等权重指数（以下简称深100EW）基

金———长盛同辉深证100等权重分级指

基全面发行，投资者可通过各大银行场

外渠道认购，也可通过具有场内代销资

格的券商进行场内认购。

嘉实基金经理桑迎

利率市场化利好

超短期理财债基

今年以来，国内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突然加快，实现了存、贷款利率均可在

一定范围内由银行自主定价的突破，这

也将对债券市场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理

财基金行业带来影响。于今日结束发行

的嘉实理财宝7天债基拟任基金经理桑

迎指出，利率市场化的一个直观逻辑就

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将推高资金利率，基

于此判断理财基金将成为利率市场化

进程的获利者之一。 嘉实理财宝7天在

运作过程中将充分考虑利率市场化对

产品收益的各种影响。

十年领跑重卡市场

欧曼持续创新用户价值

作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欧曼

起步于2002年，凭借“起步就与世界同

步” 的理念，持续引领中国重卡市场升

级换代潮流，十年领跑中国重卡市场创

新前行。 欧曼产品与服务的不断升级，

使用户始终使用最优质的产品和享受

最无忧的服务。 未来，合资后的欧曼将

产品力与服务力作为“一起改变世界”

的核心动力，不断超越、持续引领创新

用户价值。

从最初的战略制胜，到现在全球范

围内已拥有55万用户，产销量突破55万

台，具备 20万台产能，欧曼凭借着持

之以恒的“创新” 精神、完善的行销体

系、高效的组织能力，成功进入中国重

卡第一阵营，位列行业三甲，创造了重

卡行业的奇迹。

以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战

略布局，成为欧曼持续创新用户价值的

根本所在。未来，欧曼将贯彻实施“世界

级”产品与“世界级”服务宗旨。随着福

田戴姆勒汽车成立，欧曼已进入一个前

所未有的全新发展阶段，通过先进的管

理、技术的注入，欧曼将会为广大用户

打造更高品质、 更高性价比的重卡，让

更多的用户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我与北汽威旺“情定”株洲

缘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可以用

在人与人之间， 也可以用在人和车之

间。我和北汽威旺306，就有一种特殊的

缘分。 它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台车，是我

生活和工作的好伙伴。这一切都得从今

年6月踏入北汽威旺4S店的那一天说

起。

在几位好友的强烈推荐下，我选择

了一辆北汽威旺306作为生日礼物送给

自己。 没想到恰逢店内正推出“北汽威

旺千人探寻品质之源活动” ，而我也幸

运地成为了这“千人”中的一员！

7月15日， 在北汽威旺工作人员的

细心安排下，我有机会进入到北汽威旺

的生产车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

那些高科技设备，还有北汽威旺精细的

生产工艺，以及工人们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 每一辆汽车的诞生，都要经过冲

压、焊接、涂装和总装四大流程。每一道

工序、每一个零件，都要接受严格的品

质监控。 从生产线上缓缓驶下的，都是

北汽威旺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能够在

“茫茫车海” 中与这样的艺术品结缘，

对我来说真是何等幸事！

在生产基地感受到的是高科技带

来的震撼，接下来的行程，通过游览湘

江、岳麓书院、橘子洲头和韶山，这一切

让我深深地领略到了株洲这座城市的

美丽风光，以及深厚的文化积淀。 所谓

“地灵”则“人杰”，只有如此底蕴，才能

孕育如此高科技的汽车工厂和高品质

的北汽威旺306！

积分也“跨界”

打造不一样的竞争优势

招行信用卡“领先积分计划” 凸显差异化服务

近期，招行信用卡推出“领先积分

计划” ，在伦敦奥运会开幕之际，让积

分成功“跨界” ，联合众多奥运合作品

牌打造了一场积分“奥运盛宴” ，以差

异化服务优势为持卡人带来非凡积分

体验。

今年7月， 奥运圣火将在伦敦泰晤

士河畔点燃，亿万国人也将关注中国健

儿勇夺奖牌。 招行“领先积分计划” 联

合麦当劳、三星、松下、MINI等众多奥

运合作品牌，推出积分兑换麦当劳得可

口可乐奥运玻璃杯、积分兑换松下奥运

数码相机， 甚至还可用积分抽取MINI

中国奥林匹克纪念版五年使用权等。

2002年发卡至今，招行信用卡始终以客

户需求为原点，创新积分服务。 当持卡

人担心积分失效时，2004年招行以“积

分永久有效” 机制突破这一界限；当持

卡人不满足积分换礼时，招行推出积分

店面兑换，直接“刷”积分抵消费；当持

卡人对积分服务提出更丰富体验需求

时，招行推出“积分梦想大礼” 和“99

积分抢兑” 等活动；2011年，联合星巴

克、DQ、屈臣氏等知名品牌打造“领先

积分计划” ，为持卡人构建了更精彩的

品质生活。

“积分看似普通却提供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专属服务，有些甚至是花钱都买

不到的，例如品牌溯源之旅，或是积分

兑换精品酒店住宿、 国际经典艺术剧

等，都是在别处无法获得的。 ” 招行信

用卡中心总经理刘加隆介绍。招行始终

秉承“因您而变” 的服务理念，避开市

场传统方式，以一条创新性的差异化服

务路线， 打造了领先于业内的服务优

势，并将其渗透于整个服务体系中。

年省1.5万 东风风神S30天然气车型走俏

8月10日， 国内成品油价经过连续两次

下调之后， 打开涨价窗口， 重新涨回7元时

代。 不过，CNG（压缩天然气）车型用户对此

表示压力不大。 据悉，因天然气省钱，山东、

陕西、河北、新疆等富气地区越来越多的用

户选择CNG车型， 虽然不乏一些车主选择

自行改装，但大部分用户推崇汽车厂家原厂

CNG车型。 如东风风神S30� CNG等，因采

用意大利天然气系统，省钱、省心，在这些地

区受到追捧。

双省：原装系统省钱省心

虽然近几年油气价一直攀升，相对于以

93号汽油为燃料的车型，CNG车型更加省

钱。节约燃油费用在30%以上。这也是很多用

户选择或改装CNG车型的原因。 除CNG本

身的价格优势外，高品质的天然气系统也是

节约燃气费的重要原因。 东风风神 S30�

CNG采用法国PSA动力系统和意大利进口

天然气系统。 这套天然气系统， 是第五代

CNG多点喷射系统， 能保证发动机在不同

负荷下，以精确的空燃比，为汽车带来更佳

动力性和绝佳燃油经济性。

保证节能省钱的同时 ，S30� CNG�

80L的大容量气罐， 与其他品牌CNG车的

65L气罐相比，续航里程更长，超200公里，避

免了频繁加气麻烦，让用户省心。

双高：整车高品质高性价比

东风风神S30� CNG是东风乘用车响

应国家“科技为先、低碳环保”理念打造的经

济、环保车型，原型为S30，具有“好型、好大、

好劲、好省、好值”五好卖点。

据悉，S30曾在“征服五大洲”品质之旅

活动中，穿越5大洲，纵贯21个国家，取得了

51000多公里无修理零故障的优异成绩；并

在东风风神2010“我是车王”极地挑战赛中，

经受住了西藏高原极高海拔、贵州晴隆二十

四道拐极弯山路、内蒙古图里河极寒天气等

极限环境的挑战，硬朗的品质赢得了广大消

费者的认可。

原车型S30的后备箱容积高达487L，即

使是装配了80L燃气罐的CNG车型，容量仍

然宽绰有余。 东风风神S30� CNG的价格仅

为8.08万元，与同级别车型相比，性价比优

势明显。 可以说，S30� CNG是国内CNG双

燃料汽车的价值新标杆。

“惠”享生活

面对节能家电补贴以及阶梯电

价等政策变化， 商家的动作各不相

同，而一批值得信赖的品牌仍坚持以

民为先，为消费者提供放心的家电产

品。作为全球家电领先品牌的LG电子

就一直以领航者的姿态为推动绿色

产业发展而做出努力。

自能耗新标准公布以来，对家电

产品在节能功效上要求愈发严格。 面

对如此严格的产品能效审核标准，LG

家电产品依然全部达到国标，在竞争

激烈的家电产品中脱颖而出。LG目前

已有包括冰箱和洗衣机在内的多款

产品达到了一级能效标准。 在耗能大

户冰箱产品上，LG多门冰箱开发了一

种在业界居于尖端的变频专利技术

线性变频压缩机。

LG洗衣机采用VDE （属于德国

电气工程师协会的测试/认证机构）

唯一认证的DD变频直驱电机， 将洗

衣机转速由1200转升级到了1400转，

大大提高了洗衣效率，为用户减少了

大量的能耗流失；DD变频直驱电机

取代传统皮带的驱动方式，动力直接

作用于内筒，降低能量损耗，更节能。

“在全球范围，绿色环保的健康

生活理念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企

业只有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才能持续地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保持优势。 ” LG电子大中

华区家电/移动通信执行总裁宋教瑛

表示。

走进江淮：世界标准造品质好车

继 7月 “品质公众

日” 之后，8月起，江淮乘

用车又拉开了“品质江淮

体验营”活动的帷幕。

各地主流媒体及消

费者代表受邀分批赶赴

江淮乘用车生产基地，参

观生产全过程，并通过试

乘试驾体验产品性能，同

时还与各领域工作人员

密切交流。 江淮乘用车借此成功地将其“以世

界标准造品质好车” 的企业发展战略生动、立体

地展现出来。

全价值链世界标准

一直以来， 江淮乘用车都以高品质倍受赞

誉。 江淮乘用车总经理戴茂方曾多次表示：

“‘以世界标准造品质好车’ 是我们的发展目

标，同时也是我们奉为圭臬，指导各项工作开展

的核心思想。 在包括研发、生产、营销、服务在内

的价值链各个环节中，随处可

见我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

领先的技术水平、可靠的

零部件供应、先进的制造工艺

和严苛的质量管理已经成为

了江淮成功打造 “世界标准

品质好车” 不可或缺的因素。

品质好车硕果频出

目前，江淮乘用车在“以

世界标准造品质好车” 的发

展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江淮汽车“世界标准造品质好车” 的步伐

快速而又稳健，随着瑞风&瑞鹰1.9CTI、和悦运

动版等新产品的推出，以及包括 “瑞风十年感

恩” 、“和悦飞行秀” 等活动的持续进行，江淮汽

车的品质魅力将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

在当前中国车市微增长、 市场整体调整的环境

中， 江淮乘用车的优良表现无疑值得赞许和期

待。

把握市场生命线—昆仑润滑油差异化战略领跑行业

2012年中国润滑油市场已经成为国内

外润滑油企业群雄逐鹿的竞技场，如何在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成为各大品

牌面临的重要课题。

润滑油市场竞争难度的加大促使当前

各大润滑油厂商纷纷抢滩终端，争取市场份

额。而作为国内最为知名的民族品牌———昆

仑润滑油正在通过差异化战略决胜市场，在

2012年继续领跑行业。

挺进新领域，开发新产品，抢占新市场

是昆仑润滑油多年发展的鲜明特点。

目前，昆仑润滑油凭借差异化的市场战

略已经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并深得一汽集

团、中国重汽集团、上海大众、东风汽车等多

家汽车及设备OEM厂商的信赖， 同时也获

得了宝马、奔驰、大众、沃尔沃、通用等车主

的一致好评。 未来昆仑润滑油将继续发力，

深耕差异化战略，坚持“人、车、油合一” 发

展理念，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突围，在

抢夺中国润滑油市场份额的较量中大获全

胜。

“叶伴我行”·2012� Lafuma登山季相约四姑娘山

秋天己至，同时“叶伴我行”·2012� Lafuma

登山季也来到了最后一站———西南赛区-四姑

娘山站。 本次活动由法国知名户外品牌Lafuma

主办，灵动山水营销顾问机构承办，共历时7个

月。

回顾往日，“叶伴我行”·2012� Lafuma登

山季前三站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难忘回忆，

也在业界形成了空前热烈的反响。 西南赛区

作为最后一站，是本次活动中历时最长、关注

度最高、难度最大的一站，它将掀起最后一股

登山热浪！ 机会难得，失不复得，让我们跟随

Lafuma一起相聚四姑娘山，挑战户外登山史终

极巅峰。

本次活动共分为海选、晋级、线下活动、分

享交流和决赛5个阶段，参与者只需在“叶伴我

行”·2012� Lafuma登山季活动主题网站线上报

名展示自己，即可参与到西南赛区的活动中。组

委会将结合网友投票数和专家评委对选手的打

分， 综合评选出西南赛区诸多奖项及分赛区冠

军，赠送众多Lafuma户外顶级装备，赛区冠军还

可以奔赴法国Lafuma的故乡Anneyron（阿内

龙），走进有着户外圣地之称的阿尔卑斯山风情

小镇-Chamonix（霞慕尼），享受为期七天的“叶

之故乡”浪漫法国户外行活动。

LG绿色家电

创领节能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