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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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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市街 13308064232� �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红星路便民 028-86959335�
东门片区 13882266918� � � �武侯片区 13880196780� � �

物资·物流 18982000584
玉林分部 028-85158028
西门片区 15108235758

独家代理：成都为您服务广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声明·公告
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

决定书
编号： 成高石羊限拆决字（20
19）第22309号

陶志平 （原国防乐园海
洋 餐 厅 ）510122********551X：
经查 ，你 （单位 ）未经规划部
门许可， 擅自在高新区新园
大道17号“国防乐园”内东北
角航帆酒店旁修建钢架 、砖
混结构建 （构 ）筑物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属违法
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之
规定，现责令你于2019年11月
11日之前自行予以拆除。逾期
未拆除的， 本局将依法采取
强制拆除措施。

若不服本决定, 你可自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高新区管委会或成都市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
理局

2019年10月29日
●成都巨宝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李海涛法人章 （编号：
5101095411236）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09124526）
销毁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骅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792183764J遗失作废
●四川省广告协会2枚法人章
（李仕民，编号：5101003012133；
曾广文，编号：5101008057264）
遗失作废。
●成都荣兴源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
8798473），遗失作废。
●黄联联身份证50010819890
8025146于2019年10月27日遗
失，即日起若非本人持证，所产
生 的一切后果均与本人无关。

挂失声明
四川中财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有当票号为5101023314、510
1023315号的当票遗失，现以作
废， 特此声明！
●四川流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原法人姚欣翔法人章 （编号：
5101085153339）遗失作废。
●崇州市元通平安铸造厂公章
（ 编 号 ：5101840005264） 遗
失，声明作废。

●罗静遗失成都嘉善商务服务
管理有限公司专用收据（1582
270号），特此登报。
●武侯区创轩文印部发票专用
章 （编号：5101075329764）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蓉艺博装饰装修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899
41135）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胜泰汽车配件经营部
公章（编号：5101075178575）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九鼎盛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C
M95X58）公章（编号：5101075
212964）、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75212965）、 法人钱学东
私章 （编号：5101075498047）
遗失作废。
●四川金茂正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法人章一枚（
法人姓名： 胡永生， 章编号：
5101080031114）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省励众劳务有限公司合
同专用章（编号：51010752934
4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华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394188148C）正本、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3832
4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络敏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8035028）
遗失作废。

●成都全乐食品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84863
80）遗失作废。
●四川置友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
5101095173909），遗失作废。
●韩德友身份证519004194608
220039于2019年10月24日遗失
●川AE157学道路运输证(川交
运营字3011618号)遗失作废。

●张奎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510107MA679
4BUXH）遗失作废。
●成都惠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原法人王先峰法人章 （编号：
5101008752373） 销毁证明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聚九传媒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5539437） 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95539438）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95539
439） 周浩东法人章 （编号：
5101095539440）遗失作废。

接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的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面向社会进行
公开拍卖：

标的 1：川 A8973Q尼桑天籁 EQ7230AA二手小型轿车；参考价：1.52万元
标的 2：川 A0135R别克牌 SGM6527AT二手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1.76万元
标的 3：川 A8909S别克牌 SGM6515ATA二手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0.50万元
标的 4：川 A3120T别克牌 SGM6515ATA二手小型普通客车；参考价：1.49万元
保证金：2.0万元 /辆【包含过户保证金 1.0万元 /辆】。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19年 11月 4日，标的物在成都市总府路 35号总府大厦停车场

集中展示；资料在本公司备索；拍卖时间地点:2019年 11月 5日上午 10:00,�在成都市青羊
区一环路西一段 148号颐景园商务楼 5楼本公司会议室；报名时间地点:2019年 11月 4
日下午 5:00时之前,持有效身份证明在本公司报名【保证金以到达银行账户为准不计利
息】。 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一环路西一段 148号颐景园商务楼 5楼

联系电话：028-86938801、13438247772、13882062994���网址：www.gongxinpm.com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10月 29日

拍 卖 公 告

志愿者：5962名或更多

本次成马，有来自西南财
经大学513人、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学院5000人、成都体育学
院449人组成的“成马小辣椒”
忙碌穿梭在赛场各处，一路守
候，为选手喝彩加油，带来温
暖有爱的志愿服务。

此外，还有很多未能中签
的跑友自发组成队伍，在赛道
两旁清理垃圾。在比赛结束
后，他们几个人一组，手里拎
着垃圾袋，把赛道旁的纸杯等
垃圾收集起来集中丢弃。他们
还为选手们准备了糖水和咖
啡等，一切花销都是自掏腰
包。志愿者李芹说：“大家都是
因为跑步聚到了一起，去年我
也参与了成马的志愿者服务，
看到补给站附近会有比较多
的跑友喝过的纸杯等垃圾，所
以今年特意和大家准备了5个
大垃圾袋，把这个补给站附近
的垃圾全部收集起来。尽管我
们没有赞助商，很多为选手准
备的东西都是自掏腰包购买，
但是大家非常开心，觉得能够
做志愿者也很幸运。”

医疗工作者：311名

为了成马能够顺利举行，
成都市卫计委专门成立了医
疗保障工作领导小组，311名
医疗工作者和610名医疗志愿
者随时待命。全程39家医院待
命，共设有30个医疗服务站、
赛事急救车共35辆、冰袋4000
个、运动冰肌喷雾2250瓶、云
南白药气雾剂250盒。

医疗工作者的辛勤工作，
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来自北京
的71岁选手吴金生比赛后腿
部疼痛，走路一瘸一拐。志愿
者和医疗站工作人员立刻为
其治疗，经过推拿放松治疗
后，吴金生整个人都放松了下
来，感到舒服多了。成都医护
人员的贴心服务和专业治疗，
让吴金生特别感动，现场找来
一张纸写下感谢信，夸赞成都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人员
服务热情：“小伙子不错，不但
医术好，医德也好，欢迎到北
京来玩！”

音乐加油站演艺人员：946名

今年成马的一大亮点，

就是全程多达26个的音乐加
油站，这些音乐加油站设置
于不同地标、景点附近，通过
各具特色的布置和表演，展
现出成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
同风貌，总共946名演艺人
员，为跑者们奉献了精彩的
演出，歌声和乐曲就是他们
加油呐喊的方式。

比如宽窄巷子音乐加油
站的表演以川剧为主，川剧
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
在宽窄巷子这一历史文化
名街旁，巧妙运用川剧这一
传统艺术表演展现包容的
天府文化，女歌手现场演唱
体现成都特点的歌曲，同时
进行的还有四川长嘴壶茶
艺表演、变脸吐火、铜人静
展表演。

请注意：前方“高能”来袭

本次成马，一共消耗了甜
水面2000份，钵钵鸡2000串，
红糖锅盔2000个，糖油果子
2000个，糯米糍粑2000份……
除了这些具有成都特色的美
食之外，还有乌江榨菜4万包、
香蕉2.6万斤、小番茄6000斤、
西瓜2万斤、小蛋糕6万余个、
能量胶7万根、饮料9万余瓶、
饮水21万余瓶……

看到这一切后，不少没有
报名、甚至是报了名没有中签
的跑友，纷纷表示“痛心疾
首”，有网友说：“早知道有这
些，我也报名了。”甚至有跑者
建议成都马拉松改名为“成都
美食马拉松狂欢赛”。

当然，玩笑归玩笑，成马
可不光是吃货的节日，事实上
除了这些美食外，成都市还为
这次成马提供了强大的后勤
保障，其中包括盐丸3万盒、防
风雨衣3万件、纸杯90万个、降
温海绵11万块、800余个大型
垃圾回收箱、人员运输车227
辆、物资运输车165辆、存衣车
56辆、收容车19辆、序列车20
辆……

在竞赛组织方面，30名主
裁判，247名裁判员，60位官方
领跑员，保证了比赛的公正和
成绩的突破……

这些，就是成马从竞赛组
织到口碑都双丰收的“秘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大满贯”意味着什么？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是自2006年设
立的世界顶级马拉松巡回赛，包含六个
年度城市马拉松赛：波士顿、伦敦、柏
林、芝加哥、纽约和东京马拉松，以及两
年一次的世界田径锦标赛马拉松和四
年一次的奥运会马拉松，代表当今马拉
松运动的最高水准。

对跑友而言，“大满贯”是巅峰，是
荣誉，成功挑战六座城市的跑者还可以
获得“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六星勋章，也
就是跑者追求的“六星跑者”。

在马拉松大满贯公布的截止到
2019年完成伦敦马拉松赛后的数据，目
前全世界共有 6133 名六星跑者。中国
以340人排名世界第五，今年的成马选
手李小白、李战哲就名列其中。

事实上，相比跑者而言，“大满贯”的
吸引力对举办城市来说更加“举足轻
重”。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纽约马拉
松，吸引了近25000名外国跑者，在纽约
创造的当地消费税和住宿税总额达
2220万美元；近万名选手一共捐出3450
万美元的慈善金额……综合各方面的收
益，该赛事创造的经济效益高达25亿元
人民币。这仅仅只是最直接的经济收益，
随着人群和关注度发散，“大满贯”将带
来城市综合管理能力的提升、赞助企业
知名度的提高、传播效应的增强。

在这个流量意味着价值的时代，3
万跑者的马拉松穿过城市，再通过线上
传播辐射到亿万体育人群中去，这样的
赛事能够带来的线下场景与流量，这对
一座城市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办一项赛 谋一座城

中国田径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马
拉松年度主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
底，中国境内举办马拉松及相关运动规
模赛事（800人以上路跑赛事、300人以

上越野赛事）共计1581场，累计参赛人
次583万，全国31个省区市、285个地级
市举办了不同形式的马拉松比赛，占地
级市总数的85%。马拉松比赛数量的飙
升，跑步也从“孤军奋战”演变成一场

“全民狂欢”。
在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暨“三大

赛事”动员大会上，成都明确了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高点起步、全面动员，坚
持“谋赛”与“谋城”相结合，高标准打造
世界赛事名城，向全世界呈现一个彰显
天府文化独特魅力的公园城市、休闲之
都的决心。随后，成马成为中国唯一一
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的候选赛事。

打造大满贯级赛事，成马已在路
上。27日，“成马”成为热词，上了热搜。

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主席蒂姆·
哈兹玛说：“本届成马不管是从办赛规
模，还是赛道和场馆设置，实际已达到世
界马拉松赛事的要求。当我看到大家完
赛后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和喜悦，这其实
就是马拉松想要向大家传递的热情和力
量，很高兴在成马已经看到这一切。”国
际田联理事、中国田协副主席王楠说：

“成马大满贯候选赛事“处子作”做得非
常好！”成马央视直播总导演陆军称：“成

马赛道在全国名
列前茅。”

从人文的目
光来审视，冲刺

“大满贯”的意义
深远。“大满贯”也
带着城市的风格
特色，成为城市的
标签之一，在潜移
默化中改变举办
城市的气质。站在
冲刺世界城市的
历史路口的成都，
正在以“世界赛事
名城”的意志，给
世人带来惊奇。

以赛为媒“打卡成都”

跑一个“马”，识一座城。今年成马
赛道设计优化，从三千年前的古蜀金
沙，途经杜甫草堂、琴台路、宽窄巷子、
天府广场、安顺廊桥、四川大学、望江楼
公园、天府国际金融中心、环球中心、欧
洲中心、天府绿道桂溪生态公园，最终
抵达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置身于成
马之中，最厚重、最人文、最持久、最独
特、最成都的天府文化特色一览无余。

央视两个多小时的直播，上万跑友
的网络分享，让成都展现在了世人面
前。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联盟称赞成马赛
道说：“将绿道、公园以及成都的许多人
文景点都串到了一起，是成都向世界的
一次充分展示。”

“我是第一次来成都，通过跑成马，
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和成都大多数景点
和地标性建筑见了第一面，这样的体验
和做游客来成都是不一样的。”一位来
自甘肃的跑者说。

“六星跑者”李小白在成都体验了
一次不一样的“大满贯”。“成都马拉松
作为国内马拉松赛事的后起之秀，能够
成为大满贯的候选赛事，这是我们中国
人的自豪，也是世界马拉松运动对中国
马拉松运动的肯定。把中国跑步形象推
广到全世界，成都有责任。”

在成都创下成马新纪录的齐格耶
说：“这条赛道的设置非常完备，沿途的
风景也很优美。感谢成都！”

成都打卡哪里好？沿着成马赛道
找！在流量经济时代，成马为全球网友
提供了一份打卡“清单”。

“谋赛”为了“谋产”

一项成功的体育赛事不仅与城市
相互成就，也会为参与其中的赞助商提
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在马拉松产业链条
里形成良性的价值流动，从而把体育产

业的种子播撒开来。对一座城市而言，
马拉松赛是一块“奔跑的蛋糕”，蕴含着
巨大的城市经济价值。

大量外来人口的汇集，能带动城市
的旅游、交通运输和餐饮娱乐经济等。
不同产业之间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将
刺激城市消费。国际田联今年6月发布
的《中国路跑运动报告》显示，2018年中
国马拉松年度消费总额达178亿元，全
年赛事带动的总消费额达到288亿元，
年度产业总产出达746亿元。

马拉松不仅能带动全民健身、助力
城市形象，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也是显而
易见的，特别是酒店、餐饮、购物、旅游、
交通等方面。粗略计算，在 3 万名参赛
选手中，外地选手占比超 6 成，这些参
赛的选手中，一些会顺便带着家人来旅
游，而成马的选手中，多为30岁至50岁
的人群，收入也处于社会中上游，具有
一定消费能力。由于赛道设在中心城
区，起点金沙博物馆周边酒店预订量大
幅增长，部分酒店热门房型售罄。

赛事经济是一种流量经济，体育产
业是一项创造有效供给的“朝阳产业”，
也是一项生产健康快乐的“幸福产业”。

《成 都 市 体 育 产 业 振 兴 发 展 方 案
（2020-2025年）》提出，未来，成都将构
建与世界赛事名城定位相匹配的体育
产业发展格局。到2025年，全市体育产
业总规模力争达到1500亿元。

据专家测算，体育产业产出 1 元，
将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产出增加 6.02
元。2010年的世界体育舞蹈节带动成都
体育舞蹈人口超过 40 万，一名体育舞
蹈爱好者一年用在体育舞蹈比赛、学
习、服装等的费用不会低于5000元，围
绕体育舞蹈项目形成的产业规模不会
低于20个亿。

那么，除了巨大的人文、社会价值
之外，成马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多少“财
富”？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孟武斌 何鹏楠

冲刺的成马
奔跑的

10月27日，2019成都马
拉松（以下简称“成马”）圆满
完成了“大满贯”候选赛事
的“处子秀”。对“处子秀”的
评价，最具权威的当属世界
马拉松大满贯联盟。亲临成
都考察的世界马拉松大满
贯联盟主席蒂姆·哈兹玛只
用了一句话便总结了成马
“处子秀”的成色——成马
实际已达到世界马拉松赛
事的要求！成马在“大满贯”
3到5年评估期的第一次考
试中，就得了满分。

一座城市的马拉松被誉
为奔跑的“财富”，成都马拉
松仅仅在三岁的时候便开始
显露向“大满贯”冲刺的势
态，意味深长。

财富
——为成都马拉松算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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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马大受追捧

2019成都马拉松已经圆满落幕，作为世界马拉松
赛大满贯后候选赛事，各方面“提挡升级”后的成马不
但在成绩上“全线飘红”、得到专业人士和参赛者的一
致好评，在网络上更是刮起成马“旋风”，尤其是当组委
会为参赛者提供的钵钵鸡、甜水面、糖油果子等美食亮
相赛道，更是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令不少未能中签
的跑友大呼“遗憾”，并纷纷表示明年要继续报名。

在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基础上，成都提出了“谋
赛”与“谋城”相结合的战略。而一个优秀的马拉松赛
事，其中重要属性之一，就是要通过赛事本身，展现城
市文化与城市特点。而成都马拉松，充分将成都作为
世界美食之都的特点，将成都人热情好客、乐于奉献
的城市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赛结束后，成马组委会公布了一系列数据，通过这
些数据，我们或多或少就能明白：成马，是如何的迷人。

“奶奶选手”也在享受成马带来的快乐 摄影记者 王效

成马开跑瞬间 摄影记者 王勤 一小朋友正在参加成马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