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中，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是无数名仕的追求；都市现代生活中，、远离都市喧嚣，在美好自然中寻找本真的美好，
是众多现代人的憧憬。

随着12月16日蓝光发布自主酒店品牌「己庄」，这一憧憬化为真实可享的美好，一方梦田，就此盛放。

新旅程，国学文化邂逅豪华酒店
2016年12月16日，主题为“新旅程、心品质”的蓝光「己庄」酒店品牌发布会在峨眉山盛大开幕，峨眉山市相关领导，亚太酒店协

会主席冼峰，蓝光控股集团副董事长王小英，蓝光地产集团副总裁孟宏伟，蓝光商业集团董事长刘侠，美诺（Minor）酒店集团中国
区总裁王新宇等出席并为品牌发布剪彩。著名歌手、天籁美声齐豫女士亲临现场，以一曲脍炙人口的《梦田》献给己庄新品牌。

「己庄」品牌名取法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是为“己”，己庄，是一处属于千万都市人自己的世外桃源。
己庄酒店品牌，不仅仅为广大都市人开启了一场关于享受与自在的新旅程，更是为国内自主酒店品牌的发展，开启了一场探

索文化与享受交融的发展新旅程。

心品质，升华高端酒店文化价值
据悉，伴随着蓝光「己庄」新品牌发布，峨眉山蓝光己庄酒店业已于当日正式亮相开业，是当地目前一家超五星级豪华酒店。

峨眉山蓝光己庄酒店不仅坐拥山岚美景，更有着国际标准的配套及服务。150间豪华客房及豪华别墅、特色水疗、天然温泉等休
闲项目，亦将以品质之享一洗城市喧嚣。

在国际化高端化的配套设施之上，酒店将从“心”出发，为所有来到己庄酒店的宾客带来心体验、心感受。

新突破，己庄开创酒店业自主发展新篇章
当今环境下，中国各行业民族品牌都在稳步发展中，但在酒店领域，现国内主要以经济型酒店品牌及民宿酒店品牌为主，高

端品牌屈指可数。
而「己庄」酒店品牌的出现，不仅为国内自主酒店行业高端品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国内自主酒店行业的高价值感，

更以传统国学精萃注入品牌内核，将弘扬中国文化真正落到实处，有力地呈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相信厚积薄发的蓝光己庄，将以先行者及领导者的形象，有力促进国内酒店自主发展，亦将继续探索国内文化型高端型自主

酒店品牌的高效发展之道。
「己庄」酒店，中国文化型高端酒店自主品牌，创造你憧憬中的私享心境。

一方梦田 自在心间
蓝光首个自主酒店品牌「己庄」正式亮相

广告

考古价值
■发现川西南最

早的新石器时代遗
存。说明距今4000多
年前，安宁河谷平原
作为四川的第二大平
原也有人类活动

■20余处先秦时
期遗址沿安宁河谷平
原分布，绵延百余公
里,为探讨聚落形态、
聚落群之间的地理空
间分布提供了十分重
要的实物资料

■初步认为安宁
河流域可能新增2、3
种考古学文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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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经营
实现“药真价实”经营理念

据了解，目前一心堂大健康药店
覆盖了云南、四川、山西、贵州、广西、
重庆、上海、天津、海南、河南等省、市、
自治区，全国直营门店数超过4000家，
2015年含税销售超过60亿元。

一心堂董事长阮鸿献介绍，一心
堂是集研发、生产、零售、批发、物流
为一体的综合企业。他认为相对于个
体药店，直营连锁药店能够做到利用
连锁优势进行集中管理、分散销售，
发挥规模效应，通过向全国药品生产
商统一采购、统一物流配送、统一管
理，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
本，具有更集中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更
大的成本优势。而一心堂除了严格遵
守国家GSP相关要求，还建立了完善
的五级质量管理体系，从供应商考
察、批准文号审核、采购、入库、在库
养护、出库配送、销售，每个环节都有
严格的质量要求，每一盒进入一心堂
销售的药品都会受到全程质量监控
与跟踪，让每一盒药可追溯，并以规
模化、标准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实现
一心堂“药真价实”的理念。

一心堂杀手锏：
低价风暴即将来袭

一心堂自成立以来，连续发动

多次规模空前的低价风暴，将上万
个常用药品全面降价。树立了一心
堂“药真价实”的形象，且获得广大
消费者的支持与认同。据了解，进入
成都市场的一心堂，将强化自己“药
真价实”的核心优势。为了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一心堂精心
规划了全品类店、标准药店、中药专
业店、医疗器械专业店、社区混营店

等不同种类的细分药店。依托CRM
的数据，研究每一个顾客的健康需
求，建立慢病管理档案，积极拓展处
方药药事服务。

深耕成都
160亩物流基地作后盾

2013年11月进入成都等地区以
及所辖市县、乡镇，目前一心堂在四
川门店数量已超过400家，成为四川
省直营连锁药店数量名列前茅的企
业。在未来的一年里，一心堂意欲突
破500家直营连锁店，并将把重点放
在成都。如此深耕成都乃至四川，物
流基地的建设则成为其发展重中之
重的坚强后盾。

“四川市场是云南的好几倍，我
们必须抢占这个市场。”据董事长阮
鸿献介绍，成都是其企业除在云南省
外增设的第一个物流基地，成都超大
的市场容量，以及对周边城市和中西
部各省的辐射力，决定了一心堂发展
企业、夯实西部城市基础，将物流基
地放在成都打响堡垒战的部署。双流
基地未来将会是公司在西南集办公、
仓储、员工培训为一体的大型医学零
售保障基地。而成都双流基地的建
成，则标志着鸿翔一心堂集团扎根成
都，筹谋西南，进军全国的发展进入
快速推进阶段。

（李明蔚）

医药零售业界先锋一心堂抢滩成都
药品低价风暴即将来袭

作为云南本地销售额超
大、网点超多的医药零售连锁
企业”老大哥”，一心堂自上市
以来，在资本市场上风生水
起。12月12日晚间，连续发出
三则公告，称拟斥资1.58亿元
位于收购绵阳、广元等地共计
60家零售药店。17日下午，一
心堂再次重磅出击，借其在成
都双流的物流中心暨四川公
司总部基地全面落成之机，将
企业年度供应商大会首次搬
到成都，太极集团、华润三九、
东阿阿胶、修正制药等600余
家医药行业巨头齐聚蓉城，传
说中的“收购狂人”全面杀进
成都，杀进四川，意欲在未来
一年内，在四川突破500家直
营门店。

巴中丧事宴疑似食物中毒
30人住院2人死亡

昨日上午9时许，巴中市巴州区金
碑乡庙垭村四组一家人丧事办宴席，
但吃完早饭后，多人出现呕吐、头晕等
症状，疑似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抢救
治疗。巴中市方面在发布会上介绍，疑
似中毒人员30人，已有2人死亡，事件
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直到晚上7时左右，医生才宣布鲁
先生的父亲脱离危险。鲁先生称，早上
他从巴中城区赶回老家，是回去帮忙
的，父亲也在帮忙现场。因为自己在城
里吃过，所以没有上桌。“三桌人，每桌
就三个菜：豆瓣、泡菜、豆腐白菜汤。”
鲁先生说，刚吃完两三分钟就陆续有
人倒下，“皮肤发紫。”

事发突然，鲁先生意识到可能是
食物中毒，赶紧拨打了120、110，然后
组织村民将疑似中毒人员背到公路
边，等着救护车赶来。金碑乡庙垭村离
巴中城区50公里左右。鲁先生的父亲
73岁，大概是“中毒”者中年龄最大的。

躺在巴中市中心医院病床上的鲁
大明称，他或许是“中毒”症状最轻的，
走到救护车上才“晕过去”。这之前，他
还帮两个倒下的村民刺激喉部，让他
们吐出来。

另一位老人鲁均德介绍，当时村
上有人办丧事，办了宴席请大家吃，记
得有白菜汤，“吃了饭后没过多久，发
现自己头晕站不稳，最后倒在了路
边。”11点左右，鲁均德被救护车送往
医院，下午2点过才醒来。

昨日下午，巴中市组织新闻发布
会介绍：18日9点40分左右，巴州区金
碑乡庙垭村4社鲁扉在家中为其叔鲁
保德（五保户）料理丧事时，发生疑似
食物中毒事故。目前，巴中市区医院接
收“中毒”病人30人，其中市中心医院
接收22人、区人民医院接收8人，经全
力抢救无效，临床死亡2人。

巴中市卫生局介绍，现在3人症状
较重，其余25人生命体征平稳。

巴中市食药局副局长陈宾介绍，
早餐为白菜汤、泡菜、红豆腐及大米
饭。10点30分左右，部分村民出现头
晕、恶心、呕吐、腹疼等疑似食物中毒
现象并陆续到曾口、梁永、独柏卫生院
救治。当地会同卫计委、公安局、疾控
中心等部门和单位对现场食材进行取
样、封存，开展事件原因调查，同时向
省食药监局进行了报告。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杨灵

“本次考古是四川西南最重
要考古发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发现了川
西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说
明距今4000多年前，不光成都平
原，安宁河谷平原作为四川的第
二大平原也有人类活动。陈家烧
房遗址和大厂遗址墓葬随葬品也
显现出浓厚的新石器时代特征，
安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
的文化面貌逐渐清晰起来。

同时，发现了四川境内除成
都平原以外分布最广、数量最多
的先秦时期聚落群。成昆铁路施

工所涉及的20余处先秦时期遗址
沿安宁河谷平原分布，绵延百余
公里，这为探讨聚落形态、聚落群
之间的地理空间分布提供了十分
重要的实物资料。从出土材料看，
初步认为在安宁河流域可能新增
2、3种考古学文化（类型）。

该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继
续对羊耳坡、新庄、安宁场遗址进
行大范围揭露，以期更全面地了
解各遗址的整体聚落结构，或将
还有更多重大的考古发现。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部分图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川西南重大考古发现:

安宁河谷平原
先秦时期聚落遗址
绵延百余公里

18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成昆复线（凉山段）重大考古成果通报
会上获悉，今年8月初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州博物馆、西昌
市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铁路施工涉及的18处文物点逐步开展考古发掘工
作，目前已完成1万余平米的田野发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据介绍，这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川西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发现了
四川境内除成都平原以外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先秦时期聚落群，20余处先
秦时期遗址沿安宁河谷平原分布，绵延百余公里，在全国都十分罕见。

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扩能工程
全长383.568公里。2014年至今进行了
三次专项考古调查勘探及复核工作，
确定了铁路红线内所涉及的文物点48
处。其中，旧石器遗址1处、新石器至商
周时期遗址22处、秦汉时期遗址及墓
地5处、唐宋时期遗址5处、明清时期遗
址及墓地14处、古建筑群1处。

今年8月初至今，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联合凉山州、攀枝花的文
物管理单位对施工涉及的18处文物
点开展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目

前已结束11处。“截至目前，成昆复
线（峨米段）已完成1万余平米的田
野发掘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考
古成果。”据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
报，这些文物点主要集中于新石器
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部分可能为
西汉早期及南诏大理时期和清代晚
期。主要成果有280余座墓葬，500余
座灰坑、房址、灰沟、灶、窑，另有
3500余个柱洞、3200余件小件标本，
这些标本主要为墓葬随葬品，多为
陶器，有少量青铜器、铁器和饰品。

田野发掘上万平米
成昆复线沿线“藏宝”不少

探
查

18日，在西昌市裕隆乡长村
村的羊耳坡遗址发掘现场，成都
商报记者看到，多名考古人员正
在对墓中各类陶器进行发掘，密
集的墓葬群分布在田野中。值得
关注的是，羊耳坡遗址所发现的
土坑墓大小、形制有别，其中大
型墓葬呈甲字形，由墓道、墓室
两部分组成，大多长4~5米、宽2~

3米、深1.2~1.4米。据介绍，目前
已出土各类陶、金属等小件标本
400余件。

凉山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唐
亮表示，羊耳坡遗址发现的墓葬
十分集中，其中一块 400 平米的
遗址竟发现96座墓葬，这样的情
况十分罕见。墓主人的身份及背
后的谜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凉山首次发现集中埋葬墓地
墓主人身份暂时成谜

现
场

“这次我们发现了多处先秦时
期墓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
所副所长陈苇介绍，除开羊耳坡遗
址，新庄遗址也发现了集中埋葬的
墓地，两处分布面积均超2000余
平米。这些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
另有部分瓮棺葬和石构墓。从随
葬器物推测，墓地主要处于商代
至西汉。陈家烧房遗址的一座土
坑墓出土了一组陶器组合，初步推
测可能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考古人员还清理数个先秦时
期聚落遗址，已发现并清理了3500
余个柱洞，大量柱洞呈不规则分
布，部分存在打破关系。“柱洞是古
人盖房子时把木柱子打到地基上，
然后遗留下来的痕迹。”同时，多个
遗址发现约50座方形近圆角的坑
类遗迹，多数坑底中部有柱洞和用
火痕迹，推测属半地穴式房址。这
是首次在安宁河流域发现分布广、
数量多的半地穴式房址。

清理多个先秦时期聚落遗址
推测为半地穴式房址

成
果

四川第二大先秦时期聚落群现身
不排除还会有更重大考古发现

价
值

陈家烧房遗址出土高领罐

陈家烧房遗址出土矮腹罐

新庄遗址出土石刀

羊耳坡遗址墓地航拍

考古人员在
对羊耳坡出土的
文物进行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