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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2017年城乡大拜年民俗闹春系列活动

2017年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主会场暨都江堰海棠花生态旅游节

2017年成都·都江堰第三届双遗马拉松赛

2017年都江堰第十二届青城三月三采茶节

2017年中国·都江堰放水节

2017年成都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

2017年“感恩五月，相约多彩都江堰”系列活动

2017年都江堰文化创意嘉年华

“千年太平瑞圣花，盛世迎归都江堰”系列活动

2017年第二届太极舞冠军赛暨太极拳锦标赛

2017年都江堰首届端午采药节

2017年中国·都江堰第三届田园诗歌节

2017年第三届中国（成都）—印度国际瑜伽节

2017年中国都江堰第九届虹口国际漂流节

“都来SHOW”-2017年都江堰第三届熊猫创意大巡游

2017年中国·都江堰李冰文化旅游节

2017年中国·都江堰第三届国际帐篷露营节

2017年成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周都江堰分会场

2017年都江堰首届电子动漫竞技节

2017年都江堰第二届慕尼黑啤酒节

2017年都江堰第三届七夕爱情节

2017年都江堰第五届国际猕猴桃节

WDSF2017年世界体育舞蹈大赛

2017年第三届“都江堰·新发现”城市定向赛

2017年首届中国西部旅游商品博览会暨旅游商品设计大赛

2017年首届中华道教养生节

2017年第二届中国西部音乐节

2017年世界嘉年华—英国文化周

2017年都江堰首届国际康体养生旅游节

举办时间

春节（1月27日-2月2日）

3月1日

3月19日

3月30日

4月2日-4日

4月22日

4月下旬至5月

4月29日-5月1日

5月中旬

5月下旬

5月28日-30日

6月10日-11日

6月17日-21日

6月24日至8月

7月8日

7月17日

7月至8月

7月29日-30日

8月

8月

8月25日-29日

8月底

9月

9月

9月

9月

10月1日—5日

10月

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

欧米茄每一枚崭新的超霸腕表都
承载着早期表款的内在精髓和卓越设
计。此次全新推出的欧米茄超霸系列
赛车计时至臻天文台表，其表盘设计完
美诠释了这一设计精神。

全新时计采用精钢表壳，搭配别具
一格的分钟时圈。该设计首次出现于
1968年推出的欧米茄超霸腕表上。如
今，这一经典设计荣耀回归，与此系列
的“赛车竞技”传统一脉相承，于哑光黑
色表盘上散发全新魅力。18K白金精心
打造的小时刻度以“箭形”设计呈现，内
覆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一端以
橙色标记进行点缀，赋予此全新表款无
限新意。

这款全新升级的月球表配备了更
为宽阔的小表盘，使得读取计时时间更
为方便与直观。表壳直径44.25毫米，蓝
宝石表镜以精细工艺打造，使得整块腕
表较之前款式更为轻薄。经过抛光处理

的陶瓷表圈搭配磨砂Liquidmetal®测速
刻度，表盘上醒目的橙色文字与时针、
分针以及秒针尖端的橙色亮漆相得益
彰，凸显欧米茄匠心独运的非凡设计。

该款腕表的表带设计同样与众不
同。黑色皮表带中间别出心裁地填充
了橙色橡胶材质。利用铣削工具令表
带呈现出整齐等距的微孔，其间一抹抹
橙色若隐若现，不仅打造出完美的运动
风格，同时带来更舒适、透气的佩戴体
验。

这款全新的欧米茄时计已荣耀升
级成为至臻天文台表，代表了新一代超
霸腕表的非凡品质。腕表内部搭载
9900同轴至臻天文台机芯，整块腕表和
机芯均通过由瑞士联邦计量研究院
(METAS) 严苛核准的制表业高认证标
准，实现了在精准度、性能以及防磁性
上的卓越水准。

郭可欣

经典与创新 再续非凡传奇
——欧米茄巴塞尔表展新表抢先看

一年一度

的钟表盛世——

巴塞尔世界钟表

珠宝博览会，这

个汇集了行业精

英的智慧和创新

力的盛会，即将

在本月下旬，将

向世人揭开神秘

的面纱。今年，

欧米茄品牌将给

我们带来怎样惊

艳的表现，我们

来一睹为快！

简约外观邂逅经典设计
欧米茄超霸系列38毫米腕表

一款标志性“赛车”表盘的荣耀回归
欧米茄超霸系列赛车计时至臻天文台表

爱好腕表的人，一旦提及
欧米茄超霸系列，都会竖起大
拇指。第一款的超霸系列，距
离今天已经 60 年之久。今
年，欧米茄 (OMEGA) 将推出
全新超霸系列38毫米腕表，
在传承超霸系列核心理念的
同时亦在简约设计、腕表尺寸
及色彩搭配上带来了诸多创
新之举，再续品牌计时腕表的
非凡传奇。

据了解，新款时计保留了
该系列一贯的内在精髓和标
志性外观，在隽永恒久的迷人
设计基础上融入诸多简约和
新颖的美学设计元素。全新
超霸系列38毫米腕表系列，
有诸多表款可供选择，满足男
士、女士佩戴的不同需求。其

中，这款昵名“卡布奇诺”的腕
表因其全新的配色而格外引
人注目。腕表表壳采用精钢
和 18K Sedna®金打造而成，
搭配灰棕色皮革表带，尽显精
致的现代感。

全新表款配备双色表盘，
椭圆形的棕色小表盘设计更
显别致，与欧米茄品牌标识有
异曲同工之妙。表盘6时位
置设有椭圆日历窗口，棒形指
针 和 小 时 刻 度 均 以 18K
Sedna®金打造，为表盘倍添
质感。镶钻表圈让腕表璀璨
耀眼，测速刻度则呈现于内侧
的棕色铝质表圈之上。独具
匠心的双重表圈设计将钻石
的闪亮光泽与超霸原型表款
的运动精神完美融合。腕表

表背浮雕，依然有品牌标志性
的超霸系列海马徽章图案，内
部则搭载欧米茄3330同轴机
芯，并配有硅材质摆轮游丝。
新款超霸系列38毫米腕表走
时超凡精准可靠，欧米茄为其
提供长达4年的售后服务。

广告

春踏青
双遗马拉松放飞身心
端午采药回归传统养生

一年之际在于春，春日都江
堰有着五彩缤纷的色彩。金黄色
的油菜花早早绽放，红宝石般的
海棠花压上枝头，快动起来，在都
江堰尽情感受春的气息吧！

从春节开始，在都江堰市成
功举办的2017年城乡大拜年民
俗闹春系列活动和2017年四川

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主会场暨
都江堰市海棠花生态旅游节，均
取得了明显成效。春节假日期
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13.96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41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95% 和
63.89%，全市酒店平均客房出租
率为66.7%，实现了2017年都江
堰旅游“开门红”。“海棠花生态旅
游节”活动当天就接待游客5.3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5.41
万元，其中各类盆景、花卉苗木销
售47.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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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踏青、夏避暑、秋采摘、冬养生，都江堰的四季魅力，让人流连忘返。多彩
都江堰，快乐四季游，“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看点”，是这座城市的靓丽风景。
2017年，已是春意盎然、草长莺飞的季节，都江堰市隆重发布2017年重点旅游
主题活动攻略，邀请全球的朋友来都江堰耍遍春夏秋冬。

都江堰市2017年重点旅游主题活动安排

秋采摘
西部音乐节绽放国庆
中华道教养生节体验自然和谐

喧闹的夏天过去，迎来了都江堰的
秋。它抒写婉转的小令，也挥洒着豪气
的壮词。青城山显出了层林尽染的秀
美，都江堰的水依然碧绿奔腾。

这个季节，都江堰的生态采摘活动
热闹了起来，一家人扶老携幼，在亲近大
自然的过程中，收获到秋的果实和惬意。

在上半年双遗马拉松成功举办之
后，双遗马拉松蜀道驿传接力赛将于10
月下旬举办，赛道从青城山新山门出
发，途经赤诚阁、熊猫谷、鱼嘴、飞沙堰、
宣化门和二王庙等一系列青城山和都
江堰的人文景观，让跑者真正跑进“双
遗”。秋日的都江堰空气清新，赛道两
边的银杏，与漫山遍野的深黄、浅红、墨
绿相映成趣，层林尽染，为蜀道驿传增
添了别样的情趣，让参赛者跑在铺满银
杏叶的赛道上，感受冬日都江堰、青城
山的独特美景和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的赛道体验。

冬养生
暖阳高照“双十一”
来都江堰夫妻桥脱单

“双十一”来都江堰“脱单”，国际康
体养生旅游节跨年不停歇。

冬日的都江堰，依然美爆朋友圈。
普通人印象中萧瑟的冬天，在都江堰竟
然有这么多种颜色：湛蓝、碧绿、金黄、
艳红……绚丽多彩，宛如一幅绝美画
卷，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反转。这里的
银杏金色耀眼，在阳光下起舞飘扬。夫
妻桥下，碧波荡漾的岷江水，从千年古
堰蜿蜒而至。每遇阳光，人们便三五成
群相约在河边，喝茶谈天，好不畅快。

“双十一”，快来都江堰“脱单”吧。
在去年“双十一”，都江堰景区推出时下
最流行的“预售”模式，如果游客是一位
男生一位女生同行，预订11月11日都
江堰景区门票一张，便可以两人同行，于
11月11日当日游览都江堰景区。而首
届国际康体养生旅游节，则会带来不一
样的旅游感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夏蔓

夏避暑
虹口漂流最避暑
田园诗歌节寄放浓浓乡愁

夏季在都江堰避暑最相
宜。从炎热的市区来到虹口，
阵阵凉意让人舒适放松。你可
以赤脚泡在河水中，和家人悠
闲打麻将，也可以赤膊上阵，端
着水枪在河中打“水仗”。更刺
激的就是参与到漂流中来，顺
着冰凉的雪山流水，时而急弯

时而迎浪，尖叫声响彻山间，疲
惫的身心释放出活力。

已经举办到第三届的中国
（成都）-印度国际瑜伽节也不
容错过。不管你是资深瑜伽练
习者，还是瑜伽爱好者，都能从
中有收获。活动包括了开幕
式、培训授课、大师交流会等，
同时精彩纷呈的配套活动也将
持续上演。

届时，在建福宫、天师洞、
上清宫，瑜伽大师将与青城太
极舞对话。

摇滚马拉松
全国汽车拉力赛
2017年成都·都江堰第四届双遗马拉松蜀道驿传接力赛

2017年首届
中国西部体育
休闲旅游节

10月下旬

11月26日

中国（成都）-印度国际瑜伽节。 向力民 摄

成都双遗马拉松。向力民 摄

2016 年都江堰慕尼
黑啤酒节。 何勃 摄

多彩都江堰
快乐四季游

都江堰邀请全球朋友耍遍春夏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