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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8：阿尔山、扎龙 呼伦贝尔、满洲里、阿尔山火车站 套娃广场 额
尔古纳、中苏街 齐齐哈尔 黑山头 哈尔滨 中央大街 松花江卧去
飞回7日

7月15日26日 70以上4390元 60-69岁4590元 60以下4690元

独立成团 全陪导游 品质保障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路二段168号万达甲级写字楼B座304室
公交人民北路二段站16/57/52/73/15/27/34 电话：028-83326628� 19102693132

D6：东三省东南边境全线：本溪水洞、丹东 鸭绿江 断桥、虎山
长城、青山沟、(青山湖、青山飞瀑、虎塘沟)�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哈
尔滨、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抚远 饶河、乌苏镇、黑瞎子岛、0号界
碑、 珍宝岛、虎头、兴凯湖、小兴安岭北大荒、汤旺河、林海奇石、伊
春、上甘岭溪水公园卧去飞回13日

7月14日 30日 70岁以上5990元 60-69岁6590元 60以下7090元

D2：东三省+内蒙：阿尔山 三潭峡 驼峰岭 漠河 北极村 五大连
池、龙门石寨、黑龙山、北饮泉、知青博物馆、中俄风情园、呼玛、黑
河、塔河、根河湿地、 满洲里、国门、套娃广场 海拉尔 呼伦贝尔草
原、齐齐哈尔 扎龙、哈尔滨 太阳岛、中央大街 卧去飞回13日
7月23日 8月11日 70岁以上5990元 65-69岁6390元 60-64岁6790
元+1300增游 吉林 长白山 关东文化园 镜泊湖 吊水楼瀑布卧飞17日

X6� 西部四省区 敦煌 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张掖 青
海湖.塔尔寺.西宁.茶卡盐湖.通湖草原.中卫.沙坡头.西夏王陵.银川
卧去飞回一动10日

7月28日 9月3日 70以上3990元 60-69岁4590元 60以下5090元

宇宙旅行社 广告
周
日
休
息

（扫二维码查看更多线路）
北京市宇宙旅行社成都分公司
许可证号：L-BJ01174-FS-001

X8甘南+青海：兰州、夏河、拉卜楞寺、桑科草原、花湖、扎尕那石
城、郎木寺 黄河九曲第一湾、若尔盖、唐克 腊子口 官鹅沟 青海
湖、茶卡盐湖、祁连卓尔山、达阪山观景台、塔尔寺、贵德丹霞 阿什
贡公园 双卧一动10日 7月16日 8月13日 70以上4790元

60-69岁5390元 60岁以下5690元

X1:新疆伊犁精华：东西喀拉峻 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
斯、九曲十八湾、特克斯八卦城、昭苏油菜花基地、夏塔大峡谷、伊犁
霍尔果斯口岸、果子沟、薰衣草庄园、塞里木湖 双卧10日

7月28日 9月3日 70岁以上4290元 65-69岁4490元
65以下4590元 双飞7日 6690元起

X5:西部五省区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亭、
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番.坎儿井.葡
萄沟.火焰山.柳园.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 张掖.青海
湖.倒淌河.塔尔寺.西宁.茶卡盐湖.通湖草原.中卫.沙坡头.西夏王
陵. 银川 卧去飞回一动 16日 7月22日 8月28日 70岁以上
6190元 65-69岁7190元 60-64岁7490元 60岁以下7690元

X4:北疆全景：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喀纳斯.观鱼亭、
185兵团、白沙湖、五彩滩.乌尔禾魔鬼城.胡杨林、吐鲁番.坎儿井.葡
萄沟.火焰山.巴音布鲁克草原.天鹅湖、巩乃斯、九曲十八湾、特克斯
八卦城、喀拉峻草原、昭苏油菜花基地、夏塔大峡谷、伊犁 霍尔果斯
口岸、果子沟、薰衣草庄园、塞里木湖双卧16日

7月22日 8月28日 70岁以上5890元 65-69岁6390元
60岁以下6790元 双飞13日 7390元起

X10：甘南精华：兰州、夏河、拉卜楞寺、桑科草原、花湖、扎尕那石
城、郎木寺 黄河九曲第一湾、若尔盖、唐克 腊子口 官鹅沟双卧6
日 7月16日 8月13日 70以上2790元 70岁以下3090元

X11：青海深度:祁连 卓尔山、达阪山观景台、贵德丹霞阿什贡地
质公园 西宁 青海湖、茶卡盐湖 塔尔寺双卧7日

7月19日 8月16日 70以上3790元 60-69岁4190元 60以下4490元

D4：东北东线：哈尔滨、佳木斯、同江、三江口、抚远 饶河、乌苏镇、
黑瞎子岛、0号界碑、 珍宝岛、虎头、兴凯湖、小兴安岭北大荒、汤旺
河、林海奇石、伊春、上甘岭卧去飞回9日 7月18日 8月3日

70以上4790元 60-69岁5090元 60以下52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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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帝舵重磅推出碧湾P01型（Black Bay
P01）腕表，掀开其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页。这
款腕表的灵感源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帝舵
表为美军潜水腕表计划而专门研发的传奇原
型腕表。

自上世纪50年代末起，帝舵表就一直为美
国海军供应潜水腕表。1967年，帝舵表开始研
发新型技术腕表，取代当时的常规军用款式：
Oyster Prince Submariner 7928 型号。新款腕
表不仅必须符合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技术规格
要求，还要体现帝舵表工程师在腕表功能和人
体工程学方面的先进研究成果。此研发项目促
成了一批原型腕表的诞生，并提出了一项迄今
未曾披露的功能专利。可惜的是，这个代号为

“特种兵”（Commando）的大型项目终被搁置，
美国海军最终以帝舵潜水表常规系列中的
7016型号，替代了原有的7928型号，而这个项
目中所有的原型腕表被深藏于品牌典藏库中。
一直到50年后的今天，帝舵表重新翻开了品牌
尘封的记忆，从原型腕表1号中汲取灵感，孕育
出全新帝舵碧湾P01型腕表。

沿用原型表款中表冠位于4点钟位置以及上
世纪60年代表款中常见的铰接末端链节，这也是
1968年专利技术的核心所在，此专利包含表圈的
锁定和拆卸系统，令腕表维护保养更加便利。通
过12点钟位置的移动末端链节，为双向旋转外圈
设置了锁定系统，为新款腕表赋予独创个性。防
水深度为200米，具有时、分、秒和日历功能。

作为碧湾系列中最受人瞩目的代表作
之一，碧湾青铜型（Black Bay Bronze）从时
间赋予色彩的万千变化中汲取灵感，今年特
别推出全新石板灰色渐变表盘款式。此款在
2016年获得了日内瓦钟表大赏的“小指针”
奖，亦象征着帝舵与各国海军的深厚渊源。

表盘和表圈均采用全新石板灰配色方
案，传承潜水表设计精髓，搭载帝舵表原厂
机芯MT5601 型，直径43毫米的青铜表壳，
重现了古代船只及其他潜水设备采用黄铜
物料的美学。这种“活性”金属是性能出众的
铝铜合金，广泛运用于海军工程中须具备超
强抗腐蚀性的水下零件，随着时间流逝，每
一只表壳都会因为佩戴者的使用习惯，呈现
独一无二的微妙变化和特殊色泽。石板灰色
表盘由外缘向中心渐变，搭配表圈及金色细
节点缀的指针和钟点标记，这一充满岁月
感，同时又精致细腻的组合，完美展现了独
特的美学主张。

这枚搭载帝舵表自动上链机
芯、配备导柱轮及垂直计时离合轮
装 置 的 碧 湾 系 列 首 款 计 时 腕 表
——碧湾计时型推出了全新的黄
金钢款。

自1970年推出首款计时腕表
Prince Oysterdate以来，帝舵表一直
致力于研发并制造出更多与赛车运
动息息相关的系列腕表。同样的，帝
舵表与潜水领域的联系也由来已
久。融合碧湾系列所代表的潜水表
传统与赛车界不可或缺的计时表精
髓 ，碧 湾 计 时 型 黄 金 钢 款 腕 表
（Black Bay Chrono S&G）孕 育 而
生，既富有运动时尚风格，又洋溢复
古怀旧气息。

腕表保留了自1969年来帝舵潜
水表标志的著名“雪花”指针，优雅
的黄金色调，与圆拱形哑光黑色表
盘形成鲜明对比；内凹式计时盘和
香槟色的搭配，不仅突出层次感，更
营造鲜明而抢眼的对比；同时，秉承
帝舵计时腕表传统，新款腕表的日
历窗同样设于6点钟位置，并在充满
碧湾特色的41毫米钢表壳外搭配黄
金按钮。搭配了三种不同的表带，分
别是：提花织纹表带、黄金钢表带和
皮革军表带，这样的搭配满足了不
同需求。

为进一步丰富碧湾系列，帝舵表推出碧湾
型32、36及41黄金钢款（Black Bay 32/36/41
S&G），为此系列专门设计的新款五排链节黄金
钢表带，实用功能且优雅气质兼备。

新款腕表中黄金钢组合的运用，为整个系
列平添了一份独特风格和珍贵品质。表壳与表
带采用磨光及磨砂钢材质，搭配磨砂黄金饰面，
在微妙的对比之中，呈现出硬朗线条与温暖质
感的视觉交错。两款特色表盘方便佩戴者在不
同风格间自由切换：黑色漆面表盘彰显特立独
行；磨砂香槟色表盘饰以太阳光线效果，随手腕

转动，更显熠熠生
辉。专为碧湾型黄
金钢款特别打造的
全新五排链节黄金
钢表带，更是别具
匠心，外部链节采
用磨砂钢材质，中
央链节则以磨光钢
制成，两排之间的
间隔链节运用磨砂
黄金，表带柔软顺
滑，佩戴舒适。巧妙
融合对比配色及饰
面，既适合正式场
合，又灵活百搭，是
帝舵表经典美学的
绝佳体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张皓月

碧湾P01型腕表

帝舵潜水表的历史可追溯至1954年，在过去的60多年中不断地完善自
己。今年的巴塞尔高级钟表珠宝展上，帝舵表秉持了品牌多年的优良传统，巧
妙地将经典的美学和当代的制表工艺不断发扬光大。今年碧湾系列迎来了四
款新腕表，分别是碧湾P01型腕表，碧湾青铜型腕表，碧湾计时型黄金钢腕表
和碧湾型32、36及41黄金钢款腕表。6月24日，帝舵表最新的四款时计作品亮
相成都，展现其“经典创新，天生敢为”的品牌DNA。

碧湾青铜型
碧湾计时型
黄金钢款

碧湾型32、36及41
黄金钢款

现状
近10部影片撤档改档

6月25日晚，电影《八佰》官方微
博发声明宣布撤档，声明指出：“经
片方与各方协商，《八佰》取消原定7
月5日公映的安排，暂别暑假档，新
档期择日公布。”此前，原计划于15
日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
之一的电影《八佰》，因为技术原因
取消放映。在这之前，曾有多部影片
选择改档，24日下午，电影《少年的
你》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经考虑影
片《少年的你》的制作完成度和市场
预判，经制片、发行各方协商，《少年
的你》不在6月27日上映，新的档期
择时公布。由于改档给您造成的不
便，敬请谅解！”

一部电影经历撤档、改档也不是
什么新鲜事儿，但今年尤其集中，据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初步统计，有将近
10部影片撤档改档，除了《八佰》《少年
的你》，还有《扫毒2》（之前从7月12日
改档至7月19日，又提档到7月5日）、

《伟大的愿望》（改名《小小的愿望》，之
前从8月9日提档到7月18日）等。

在业内人士看来，影片改档是片
方为了争取更多排片，在市场竞争中
占据有利地位。少数影片是出于制作
周期等其他原因选择改档，但大多数
的影片改档其实是为了避开同档期
大片，并尽可能争取更多排片空间和
票房。

专家
电影撤档直接影响票房

对于多部电影频频撤档，院
线经理怎么看？昨日，有成都的院
线经理表示，“撤档对于影院及行
业来讲是雪上加霜，没好内容就
没 好 市 场 。”这 位 影 城 经 理 还 表
示，如果电影撤档太多，影院就没
啥片子可排了。该影城经理还表
示，今年暑期档目前来看，影片相
对要弱得多，好多有市场潜力的
片子都上不了。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陈少峰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影撤档会对
电影本身带来影响，“据我了解，像

《八佰》原来还是比较受期待的，很
多粉丝也很期待《少年的你》。他们
的特点都不一样，但是确实改档撤
档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陈少峰直言，电影撤档直接会
影响票房，“我知道今年电影的票
房可能要下降，现在的电影怎么
拍、还有资金的撤出等等一系列的
因素都有影响。可能今年电影票房
的增长相对来讲就没那么快了。”
陈少峰也谈起整个电影行业的现
状，他说：“我觉得现在影响这个行
业的因素太多，现在拍电影越来越
不容易了，但反正至少现在算是一
个调整期吧，大家应该凝聚共识，
重新去找到一种驱动力。”

预告
今年暑期档还能看什么？

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侠：英雄远
征》6月28日上映，该片日前曾在成都
举行超前点映，正如漫威影业总裁凯
文·费奇所说，作为漫威宇宙“无限传
奇阶段”的真正完结篇，本片不仅开启
了全新的蜘蛛侠世界，也展现了初代
复仇者联盟成员荣归落幕后的世界新
格局。6月28日上映的影片还有获金像
奖提名的《逆流大叔》，以及现实主义
题材影片《学区房72小时》。

7月2日，有陈果导演，张晋主演的
动作片《九龙不败》，和展现周信芳之
女周采芹传奇人生的纪录片《上海的
女儿》上映。7月5日，将有好莱坞热门
动画片《爱宠大机密2》，刘德华、古天
乐主演的《扫毒2》也提档与观众见面。
7月12日，有米拉·乔沃维奇主演的电
影《素人特工》上映。7月18日，成都导
演田羽生执导，彭昱畅和王大陆主演
的喜剧《小小的愿望》上映，原来片名
叫《伟大的愿望》。7月19日，徐浩峰的
武侠片《刀背藏身》终于将与观众见
面，同天还有岳云鹏和佟丽娅主演的
喜剧《鼠胆英雄》。

此外，由刘伟强、李锦文监制，陈
国辉导演的电影《烈火英雄》，即将于8
月1日全国上映。由滕华涛执导，江南
同名小说改编，鹿晗、舒淇领衔主演的
科幻战争电影《上海堡垒》将在8月9日
上映。

《少年的你》撤档6月27日，档期未定
《八佰》撤档7月5日，同时撤离暑期档，档期未定
《扫毒2》之前从7月12日改档至7月19日，又提档到7月5日
《九龙不败》之前从5月1日撤档，如今定档7月2日
《回到过去拥抱你》之前从6月28日改档8月16日
《伟大的愿望》改名《小小的愿望》，之前从8月9日提档到7月18日
《银河补习班》网传从7月26日提档到7月19日，未官宣
《素人特工》从7月5日改档到7月12日
《超级的我》撤档6月28日，还留在暑期档，新上映日期未定

暑期档近10部影片撤档改档，影迷很受伤？

莫慌！这些大片来补档
《《八佰八佰》》暂别暂别
《《扫毒扫毒22》》改期改期

…………
今年的暑期档变幻莫测，6月25

日晚，电影《八佰》官方微博发声明宣
布撤档，声明指出：“经片方与各方协
商，《八佰》取消原定7月5日公映的安
排，暂别暑假档，新档期择日公布。”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粗略
统计，今年的暑期档，有近10部影片
撤档改档，会不会造成暑期档电影市
场的虚空？对此，院线和业内人士怎
么看？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为此
进行了专题采访，试图为暑期的看片
生活揭开真实画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曹凤洁 {

暑期档撤档改档的部分影片

电影《烈火英雄》剧照

导演管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