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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泰中心位
于成都天府大道金融
城核心，是集奢华酒店
华尔道夫、鼎级商务豪
宅华悦府、华尔道夫酒
店般的家华悦居、超甲
级写字楼、全客层国际
化购物中心in99等业
态为一体的城市封面
地标。

售楼热线：
028-66339999

（成房预售证9795号）

今天开始，本次演讲活动将在成都商报客户端
开设抢票通道，此次申波演讲为纯公益活动，门票不
售卖。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将提供票务咨询。

客户端抢票 进入成都商报客户
端活动频道，在“重磅抢”栏目，找到相
应文章参与抢票（本活动更多资讯请
扫描二维码，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

领票地址 在APP抢票成功后，
在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
10楼热线部1004室领票。

领票时间 9日9：00至20：00
电话抢票 请读者于今日9时起拨打以下电话参

与抢票，一人一张，先抢先得。●拨打028-66339999
报名 领票地址：天府大道北段1199号成都银泰中
心售楼处●拨打028-66338833报名 领票地址：益
州大道与天府四街交叉口成都银泰城售楼处●
拨打成都长征宝马5S店电话028-66666113报名 领
票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航
天路2号

大型公益演讲 携手行业青年领袖
发现未来中国新动力

要闻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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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波演讲今起抢票
未来中国青年领袖大型公益演讲 咕咚创始人申波本周四与您分享创业点滴

12月10日14：00，在金沙剧场（成都市金博路
9号）的剧场大厅，由金沙讲坛办公室与成都商
报社联合举办的银泰中心·成都商报未来中国青
年领袖大型公益演讲，将迎来第六位演讲嘉宾
——咕咚CEO申波先生。据了解，申波将以《快
乐运动、快乐创业》为演讲主题，为大家分享他对
当下运动热潮的理解和他创业的点点滴滴。

6年前，似乎没有人想象得到，有一天，跑步
会呈燎原之势，席卷各地成为不熄的潮流。6年

前，申波也想象不到，有一天，“改变时代的人”也
会成为自己身上被贴下的标签，而不只是幻想。

6年好短啊。却足以让时代变了好几遭。跑步
兴起、全民健身、马拉松赛事遍地开花……

6年前由申波一手创建的咕咚，似是坐上了
高铁，疾速奔腾，停不下来。

6年，他的咕咚从只有2个人的公司，到运动
智能穿戴设备的领军企业，再到全球最大的运动
社交平台，似乎只在弹指一挥间。

不能否认，也是乘了运动热潮的东风。然而
更不能否认的是，申波敏锐的嗅觉、独到的眼光，
与每一步灵活的掌舵。

而今，他的咕咚不仅是数千万跑友、运动爱好
者所依赖的社交互动平台，更是大众运动，全面健
身的助推器，将千千万万不运动的人，引上了健康
运动，健康生活的道路上来。

申波和他的咕咚都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接下
来将要奔跑起来的千万跑友们了。

咕咚！像是一声开始的令下，也像是运动现
场活力的演绎。现在，咕咚已成为了运动奔跑的
代名词。这得益于一个青年创业领袖，咕咚网的
创始人，申波。

咕咚兴起的时间不长，不过6年，却势如破
竹。从中国最早的可穿戴设备企业，一跃成为全
球最大的运动社交平台。“要约跑，上咕咚”，它
就像运动圈子里的Facebook、微信朋友圈，有着
运动人群中最庞大的用户基数，有着运动社交
平台中最完备的服务功能。

很多跑友都想认识认识申波。事实上，他与
千千万万的跑友看上去并无不同，眼镜、休闲外
套、运动鞋。

不同的是，健康温和外表下的野心勃勃。
“用户数要上两亿”“要持续做全球最大的运动
社交平台”“要加速拓展海外领域”……

你的手机上 有没有一个咕咚

据最新统计，咕咚在全球有接近5000万的用
户，市场占有率超50%。同类公司中，难逢敌手。

打开咕咚，像打开了朋友圈，也像打开了一
个升级闯关的网游。你既可以将运动智能穿戴
设备的数据同步到咕咚上，积累自己的运动成
就，获取积分；也可以测评自己的健康指数，跟
好友竞争排名；既可以晒自己的运动状态照片，

约跑、组圈子！
申波说，咕咚要做运动圈里的Facebook，专

注社交互动、数据云平台、线上赛事等功能。他
也确实让咕咚赢得了这个封号和认可，大量的
运动群体成为咕咚用户并实现互动后，他们被
紧紧粘合在咕咚平台上，每日晒跑晒照晒卡路
里消耗，逐渐让咕咚成为了生活的一方空间。

今年开始，咕咚全球首创了线上跑马拉松。
你去不了马拉松，没关系，报名了咕咚的线上跑
马，异地跑同样的里程数，成绩一样会被赛事官
方认可，一样获取排名，一样领取奖牌。

2015年咕咚已获得20场官方授权的线上马
拉松主办权，100多万跑友参与其中，基本上国内
主流的马拉松赛事都会授权咕咚举办线上跑。

在国内市场稳居第一的情况下，咕咚又开
启全球扩张步伐。今年8月，咕咚推出海外版

“blast”，成为国内首个出击海外市场的移动互联
网运动软件产品。

放弃手环后 他专注运动社交平台

其实，更多人认识咕咚，是从手环开始的。
那时候，咕咚是中国最早做智能穿戴设备的企
业。短短三四年，它就发展成拥有上千万用户的
国内主流智能手环厂商。

2009年末，申波创立咕咚网。那时的运动社

交分享资料，都是要手动填上网。且咕咚网创办
之初，成都的风险投资特别少。于是申波决定依
靠硬件产品，半年后，申波团队研发出了第一款
产品──健身追踪器，夹在衣服上，能将监测的
运动数据传到咕咚网上做分析。

2013年6月，咕咚正式推出咕咚手环，它被普
遍认为是国内首款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产品，能
够对用户进行运动状况分析、健身计划检测等
服务，通过和手机软件整合，还可以把监测到的
数据分享到微博和微信上。

然而，2013年底，申波就决定不再做手环了，
开始集中全力打造社交平台。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
什么”，他想，这个答案应该是用户，用户数。他
说，事情总要有取舍，专注于平台，就不要分心
去做产品了。而他们的咕咚平台，可是能够实现
市面上大多智能硬件的数据同步的。

确认方向后，去年一年，咕咚分别于3月和11
月完成1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以及3000万美元
的B轮融资。融资总额创下同类产品融资纪录，
成为全球互联网运动社交领域的领军品牌。

由此，咕咚终于迎来拐点，放弃手环后，向
赛事、组织、社区等全产业链发展。

咕咚一声，这次整片森林，真的都要跑起来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生 沈彬彬 摄影

记者 王勤

咕咚CEO申波：
做运动圈里的Facebook

今日抢票通道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5334期 排列3中
奖号码：052，全国中奖

注数3735注，每注奖额1040元；排
列5中奖号码：05233，全国中奖注
数43注，每注奖额10万元。●中国体
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5143期开奖
结果：前区09、20、31、33、35 后区
10、11。一等奖0注，追加0注；二等奖
38注，每注奖金219379元，追加11
注，每注奖金131627元。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5334期开奖结果：
261，单选16480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39259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七乐彩”第2015143期开
奖 结 果 ： 基 本 号 码 ：
01.25.15.09.05.16.26，特别号码：
21。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817486元。
二等奖18注，单注奖金12975元。奖
池累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69~101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对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
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阴有零星小雨
8℃~13℃ 偏北风1～2级
明日 阴天间多云
9℃~14℃ 偏北风1～2级

男子穿着过时的西装，说话带外地
口音，当他进入中和镇一母婴店内时，店
主肖女士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只用10
来秒就在店里转了一圈，步履匆匆得不
太像是顾客，在甩下一句“这里没有啥好
买的”后，男子又匆匆走到店外。

而店门外的监控视频拍到，中年男
子趁肖女士不注意，抱起正在门口玩耍
的两岁女童佳佳，就朝路边的一辆红色
轿车跑去。好在佳佳一声响亮的啼哭，惊
醒了肖女士及其他邻居，在男子即将钻
入车里的时候，及时将男子拦了下来。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至中和派出所。

监控视频：
大人眼皮底下抱走两岁娃

前夜9点，正逢周日，因为第二天幼
儿园要上课，位于中和镇的母婴店“玖玖
爱”红火的生意，这时已经冷清了下来，
只有旁边商户家的两岁女童佳佳，仍在
店外鼓捣着免费游乐设施。

佳佳的小姨王女士说，当天自家店里
刚进了一批货，家里人要忙着点货，又想
着佳佳自小在这条街上住，街上的人她基
本都熟，而且玩耍的地方离自家店里不过
四五米，于是就任佳佳在外玩耍。

就在肖女士准备打烊时，一名穿着
过时西装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进店里。
但是中年男子好生奇怪，这家母婴店不
算小，可男子只用了十来秒就走了一
圈，好像根本没有看商品，“我就问他想
买些啥子，他是外地口音，我只听清了
一句，‘这里没啥好买的’，然后就走了
出去。”

肖女士没有同男子一起出门。根据
店门外的监控视频显示，男子走出店外
后绕了一圈，避开店内视线后，开始伸手
去抱佳佳，佳佳躲了一次；男子转了个方

向再抱，佳佳又躲；男子第三次转向去抱
时，佳佳没能躲掉。得手后，男子抱着佳
佳，就朝路边停靠的一辆红色轿车跑去。

男子同伙？
司机找乘客为自己证清白

“她平时哭起来莽声莽气的。”佳佳
小姨王女士说，这一次“莽声莽气”却救
了佳佳。就在男子逃逸的时候，佳佳一声
巨大的嚎哭，让路上一位中年阿姨惊觉
不对，这名阿姨不停回望中年男子逃窜

方向，一阵小碎步跑进母婴店，“有人在
抢娃娃！”

王女士也听见了佳佳的嚎哭，走出
店来正好看见中年男子在拉车门，左边
车门没拉开，又换到右边去拉，很快就把
佳佳塞进车里。她连忙跑到车前挡住车
前进方向，佳佳父亲冷先生同肖女士老
公杨先生也差不多同时赶到，就在男子
即将钻入车里时，将男子拉了下来。

很快，现场围拢了大批激愤的群
众，也有人以为男子同司机是同伙，想把
司机拉出车。

这时候，轿车男司机慌了，“我只是
司机，才到这里来，认都认不到他。”众人
自然不信，司机于是打电话，请同车前来
的一男一女，替自己作证。

记者在一位在场群众拍下的视频中
看见，中年男子连喊，“你们放过我嘛！”
该男子说，自己来自乐山，本来是有人开
车接头的，不知为啥接头的人不在了，忙
急忙慌只能随便拉开一辆轿车车门，想
快速逃窜。

随后，中和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
中年男子、当事司机、佳佳家属等当事人
带到派出所。据初步调查，当事司机确实
为路过司机，而其余案情则有待进一步
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摄影报道

昨日，有媒体报道称，有农民工到西
南铁旅咨询春运农民工团体票事宜，被
告知团体票暂停办理。针对这一情况，昨
日下午，成都铁路局表示，学生、务工人
员春运团体火车票可正常办理，并没有
出现农民工无法购买团体票的情况。

12月11日起 学生票预售期一放到底

据成都铁路局介绍，学生和务工人
员往返团体票，互联网预售已经从11月
26日开始。目前，有用票需求的学校、用
工企业已经完成了资质审核和计划提
报。从12月8日开始至12月10日提报了学
生票需求的大专院校，可以采取集中取

票或学生个人凭本人有效证件自行取票
的方式，到各大车站窗口办理取票。

“自2015年12月11日起，学生票预售
期一放到底。”相关负责人说，届时，学生
旅客可通过互联网、电话、代售点等，购
买2016年2月29日前的学生票。

零散务工人员 可办理团体票申购

同时，从12月6日到12月12日，四川、
重庆、贵州等省市范围内的零散结伴务
工人员，可在成都铁路局管内的成都、成
都东、德阳、绵阳、攀枝花、万州、重庆北、
遵义、广安、贵阳、六盘水、草海等25个客
运车站务工团体购票专售窗口，办理春

运团体票申购。
从12月16日开始至12月25日，用

工企业可通过互联网确认的配票结
果，支付并办理取票。零散结伴的务工
人员经办人收到“配票成功”短信后，
便可组织团体成员凭本人有效证件，
到车站任一窗口办理春运团体票取票
支付手续。

据介绍，互联网务工团体集中办理
结束后，仍有购票需求的用工企业和零
散务工人员，可到上述的25个客运车站
务工团体购票专售窗口提报办理。

春运期间除学生、务工人员团体票
外，其余团体票均暂停办理。春运结束
后，所有团体票业务将逐步恢复。

团体票管理不严 西南铁旅被问责

记者了解到，2015年3月下旬以来，
中国铁路总公司调查核实，西南铁路国
际旅行总社由于提报使用团体票管理不
严，导致进疆、进藏列车农民工团体票被
票贩子大量加价倒卖。

对此，成都铁路局表示，为严肃火车
票团体票的提报、审核及使用管理，成都
铁路局对西南铁旅提报使用团体票管理
不严问题中的18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
严肃问责处理。成都铁路局将对车站、代
售点等售票流程，进一步规范管理，并严
肃查处扰乱票务秩序的违纪违规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张兴钊

学生、务工人员春运团体火车票可正常办理

监控实拍：中年男闹市抱走两岁娃
娃娃“莽声莽气”的哭声引来亲人；中年男子被带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逛店铺：
虚晃一枪

目标：
店铺门口的小女孩

动手：
两次落空后，第三
次抱住小女孩

逃跑：
把孩子丢进路边一
辆小轿车

被抓：
孩子亲人及时出现
抓住正欲逃跑的男
子

中年男子被警方控制

昨日“大雪”成都“速冻”

昨日是“大雪”节气，冷空气让成
都进入“速冻”状态，阴云衬托下的天
空略显沉重，局部地方有绵绵细雨飞
落，午后最高气温10.8℃（温江国家站
数据），比前日同时期降低2.3℃。预计
未来3天成都有小雨，最高气温维持在
13℃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咕咚创始人、CEO申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