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张影券免费送
64家影院任选

由共青团四川省委等单
位主办、神州天立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赞助的青年电影周正
进行，我们特意为商报用户提
供80张免费电影票。

获取方式：扫码关注
微信“多动阵”，在公众号对
话框回复“致青春”抢票！

蓝光活力心天然矿泉水
100件免费送！

蓝光活力心天然矿泉
水，从精选水源到无菌灌装，
严把每一道质量关，铸就卓越
品质。水质甘甜，爽口怡人，作
为川水代表，款待世界来宾。

参与方式：扫码关注微
信“成都出发”，在公众号后
台回复“致青春”，即可参与
抽奖。

免费随身锅
免费包场吃火锅！

由大龙燚提供的随身火
锅、跷脚牛肉，一共80份；由炊
二哥提供的包场吃火锅机会，
一共100个名额！

参与方式：扫码关注微
信“火锅BaBa”，在公众号
对话框回复“致青春”，即可
参与抽奖。

微信红包快抢
大家最喜欢的现金来了！5

月4日当天，成都商报官方微信
会发送随机现金红包给用户。

参与方式：扫码关注
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在当日
头条文章中直接点击抽奖
链接，手气怎样一戳即知！

水果侠主题世界
门票免费拿

水果侠主题世界，都江
堰市第一座综合家庭主题乐
园。价值120元的动物+攀爬
体验套票，我们送出60张，每
位中奖者2张！快带孩子来！

优质凉被免费送
夏天快来了怎样拥有更

好的睡眠？龙洋集团赞助，15
套免费的优质凉被送你。

参与方式：扫码下载成
都商报客户端，进入活动广
场点击置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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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科技

社群崛起
聚合产生价值

你们的青春，永不逝去

成 都 商 报 新 媒 体 平 台 之

之壹

我们的社群
爱上钓鱼 超6万钓鱼

人的家，立志做四川钓鱼人最
好的帮手，最信赖的垂钓社群
聚合平台。今年起，爱上钓鱼组
建限定30人付费加入的爱上钓
鱼会员俱乐部，每周还组织不
同形式垂钓活动。

成都出发 微信粉丝数
10万+，2016年8月成立成都商
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推系列爆
款——美国、澳新、欧洲五国、
日韩邮轮……短短数月数千忠
实用户。未来，成都出发将打造
四川最大的中老年品质旅游幸
福生活社群。让家人安心，爸妈
出游更放心！

火 锅 BaBa 2016 年
底，成都伙食升级转型为火锅
BaBa，打造火锅界的《米其林红
色指南》。火锅BaBa两微一端吸
引近150万吃货，全国独家率先
推出火锅直播，总观看量2800
万。2016年成功举办成都火锅
盛典，2017年还将推成都火锅
马拉松。

多动阵 微信粉丝破12
万，客户端社群粉丝10万。跑步
爱好者摇篮，四川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体育社群。

我们的新闻

客 户 端 装 机 量 80
万＋，新榜新闻客户端排名冲
入前三。2017年起，客户端加大
订阅号分发力度，八大平台影
响力覆盖全网——企鹅号四川
第一，网易号长期四川第一，今
日头条累计访问10亿；搜狐号
累计阅读15亿；一点资讯总推
荐量达2亿次。

微信 粉丝破70万，稳
居四川微信榜首，频现爆款文
章，2017年始即有8篇10万+，两
篇为百万+。商报微信聚焦本土
热点，关注成都人的情感，率先
重推赵雷民谣《成都》；关注成
都人的利益——限购政策出台
及时发布最全解读，连获十
万+……

微博 成都商报微博粉
丝即将破1000万。在清博指数

微博媒体势力榜中位列四川榜
第一，全国第三！仅次@人民日
报、@环球时报等超级大V。

直播 2016年起，成都
商报发力直播，目前直播场次
超1200场，总观看量近1.3亿，其
中奥运直播创最高600万观看
纪录，商报直播捧红不少网红，
成都拉面小哥跳魔性舞蹈，经
商报直播走红，累计观看达
473.8万！

我们的活动

一想科技已策划执行超
100个活动，城市级的“成都诗
词大会”，到泰国的“清迈马拉
松”，搅动互联网行业的“互联
网文化嘉年华”，也有新玩法
——坐直升机赏花。

目前，一想正全力打造活
动平台，用成都商报客户端、微
信即能看到新鲜“活动福利”。
同时还推出“成商优品”电商平
台，随身火锅、精美钓具……成
都人最爱用的商品都有优惠。

/ 老年 /
——他走进朗诵亭，快乐得像孩子

“我爱成都·成都诗词大会”期间，一想科技打造线下诗词朗诵亭，活
动部门同事早出晚归日晒风吹，常口干舌燥一站几小时。

有天早上，来了对八十多岁老夫妻，老爷爷特别爱诗歌，可惜记性不
太好，加上有些紧张，一首陆游的《梅花绝句》背了十来遍也没成功，急得
直跺脚，小伙伴一边安慰，一边耐心地一次次录制，直到录出完整作品，
老爷爷开心得像孩子。临走前他对小伙伴说，“丫头你上班的时候我们来
看你。”当时小伙伴没在意，直到有一天远远地看见两个颤巍巍的背影，
杵着拐棍站在朗诵亭前，伸着脖子往亭子里张望，顿时心头一股暖流。

一想科技很多产品服务老年群体，他们也爱用移动产品！2017年
春，“成都出发带你游遍五大洲”系列产品推出，多团爆满。郑福康叔
叔、李永德阿姨是成都出发的老朋友，从南半球回来时还请团队小伙
伴品尝国外带回的巧克力。

爱生活，善意体贴他人，大爷大妈的内心像晨曦，散发着暖暖的光。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态度。
一想是什么？一想是成都商报新媒体运营公司，是成都商报这

个有20多年发展历史的国内主流大报的延伸，运营成都商报两微
一端+四大社群。青春，对一想科技不仅意味着年少，更意味着一直
坚守理想：一想科技的“想”，是理想的“想”。我们的理想是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为所有成都人创造价值！

做社群：打造成都最大的社群聚合平台。爱上钓鱼，四川钓
鱼人最好帮手；多动阵，跑步爱好者摇篮，四川最具影响力体育
社群；成都出发，打造四川最大中老年品质旅游幸福生活社群；
火锅BaBa，打造火锅界的《米其林红色指南》。

做新闻：打造成都最有影响的新媒体。依托成都商报强大的
采编力量，两微一端创新技术手段为用户呈现有价值的话题。

做活动：打造成都最大活动福利平台。为用户精选高品质玩乐福
利：霸王餐、电影、话剧、展览、亲子、旅游……你能通过两微一端获取。

青春只此一次，值得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倾尽全力，今天是五
四，一个热血澎湃的日子——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改变现实。

青春，是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五四前夕，“爱上钓鱼”社群小伙伴收到一封

感谢信，一位40多岁的先生，网名“树皮屋”，他来
自广元，现移居成都西门，自从去年患癌后，开始
学习钓鱼，绑钩、打结、线组、钓竿、钓位……

一次野钓时，这位先生知道了“爱上钓鱼”
社群！抱着学习心态加入，不但涨了知识，群里
的朋友还不断伸出关爱帮助之手。他说，“我非
常感谢这个社群！感谢群里虎哥、夜猫子等很多
老师的关怀！我是新手！钓鱼是我的爱好。希望
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患癌后，“树皮屋”工作轻松了些，但每月
工资四千多，还贷后只剩两千多，必须节约，而
通过成都商报社群，他找到了新乐趣与寄托。

“爱上钓鱼”还有位30多岁的活跃钓友，患
了肝癌。为更好支持他的兴趣，小伙伴专门与他
妻子面对面沟通，告诉他生活注意事项，因为钓
鱼虽可调养身心转移注意力，但也很耗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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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
正精彩

不论新闻、活动还是社群，用户都是一
想核心，兴趣与热爱将我们相连，他
们横跨老中青数代人，但岁数
只是数字——青春无关年
龄，只在乎内心是
否有爱。

青春也有最单纯的状态——不开心就怼，喜欢就说出来。
4月中旬，官方微信报道川大玻璃杯事件——妹子为撩帅哥故

意打碎人玻璃杯……随后，摔杯成了最红求爱方式。
亮点是评论区第一位叫“一只高冷的羊驼”的网友，作为商报新

闻资深用户，他公然表白写这篇文章的“商妹儿”，“我这条留言被点
赞到前10，我去红星路追商妹儿，我先去为商妹儿准备一卡车玻璃
杯！说到做到！”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留言得到2300多个网友支持，后
来，这位小哥很认真地在后台留下了生辰八字、爱好、资产月薪，还
晒了照……

然而不幸的是——虽然商报微信组有两个单身妹子，但写这篇
文章的恰好是唯一的男生……

青春更是一股闯劲。
一想科技运营的多动阵社群，重点聚合跑步人群，孟鑫是积极

分子，他有个梦想——跑完所有城市马拉松，他说，“心烦意乱的时
候，跑步可以让自己静下来。”这个梦想是从一想开始的。2016年广
安红色马拉松，多动阵邀请成绩优异的跑友免费参加，孟鑫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又陆续参加了西村跑步、环球中心洲际跨年夜、大邑雾
山马拉松等活动，还拉好友一起。

孟鑫右手臂有处文身：love what you do，do what you love，
42.195——爱你所做的，做你所爱的，42.195则是全程马拉松的距离。

这句英语，或许能为一想所有用户画像吧——当我们面对内心
热爱之事物，为此投入感情、精力、思想，人的状态就是青春的，无论年
龄与疾病。成都商报社群的使命，就是帮他们找到同好，聚在一起。

五四青年节，向他们致敬。

/ 中年 /
——他患癌后，却找到人生乐趣

/ 青年 /
——他爱读商报新闻，公开表白小编

吃喝玩乐
七大福利放送！

最后，用最直接的方式
回馈用户，七大福利你看好！

日系高端智能马桶盖，
1000个家庭免费试用

成都商报相约樱之吉，
无押金、全免费体验一个月、
免费上门安装，共1000个名
额，先到先得。

参与方式：拨打成都商
报 活 动 热 线
028-86511409，说明是成
都商报“致青春”专题读者。

因为可爱的用户，一想的
青春更精彩，来吧，秀秀肌肉。

爱上钓鱼社群组织的线下活动，让钓友找到组织

两微一端进入三十强

微信进入三十强

客户端进入三十强

微博进入三十强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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