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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体彩

吴冰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35期开
奖结果：2346964，一等奖0注，二等奖5
注，每注奖金90469元，三等奖187注，每
注奖金1800元。（2849.7万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14期开
奖结果：580 直选：3432（158）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7736（580）注，每注奖金173
元。（577.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14期开奖
结果：58094 一等奖：68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4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马尔康 晴转多云 4-19℃ 晴转多云 3-20℃
康定 多云 5-15℃ 多云转小雨 1-18℃
西昌 小雨 12-19℃ 多云转阵雨 8-24℃
攀枝花 多云 14-25℃ 多云 13-27℃
广元 小雨 7-14℃ 小雨转多云 5-11℃
绵阳 小雨 8-16℃ 小雨转阴 8-10℃
遂宁 小雨 8-16℃ 小雨 7-11℃
德阳 小雨 8-16℃ 小雨 8-10℃
雅安 小雨 7-13℃ 小雨 7-9℃
乐山 小雨 8-15℃ 小雨 8-11℃
眉山 小雨 8-15℃ 小雨 8-11℃
资阳 小雨 8-16℃ 小雨 8-10℃
内江 小雨 8-16℃ 小雨 8-11℃
自贡 小雨 8-16℃ 小雨 8-11℃
宜宾 小雨 9-15℃ 小雨 8-12℃
泸州 小雨 9-15℃ 小雨 8-12℃
南充 小雨 8-17℃ 小雨 8-11℃
广安 小雨 8-16℃ 小雨 7-12℃
巴中 小雨 8-16℃ 小雨转阴 7-10℃
达州 小雨 7-16℃ 小雨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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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63 空气质量 良
优：乐山、康定、马尔康、眉山、雅安、西昌、巴中
良：南充、资阳、达州、攀枝花、泸州、宜
宾、内江、广安、德阳、广元、遂宁、绵阳
轻度污染:自贡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近年来，伊利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在董事长潘刚“用全球的优
质资源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这一理念
引领下，伊利在行业内率先启动了全
球化战略，并探索出了“双整合，双输
出”的“伊利路径”。

张剑秋介绍，所谓“双整合”，是
伊利整合全球优质的物质资源和智
慧资源。张剑秋表示，当前，全球产
业链上的优质资源在加速流动，面对
全球乳业一体化加速的大趋势，伊利
打造了“全球织网”战略，在大洋洲、
欧洲、美洲等乳业发达地区搭建了全
球的资源体系、创新体系和市场体
系。据了解，伊利的全球供应商遍布
3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国际知名企
业利乐、康美、杜邦等在内的700多
家企业，涉及原辅材料、无菌包装、智
能设备等多个行业。

伊利的全球化不仅整合优质物
质资源，还整合技术、人才等智慧资
源，建立了“全球智慧链”。在欧洲，
伊利联手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学府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建立了伊利
欧洲研发中心；在美洲，伊利联合美

国一流的大学、科研机构主导实施了
“中美食品智慧谷”，推动中美两国在
营养健康、产品研发等领域迈出重要
合作步伐。“我们要让跨越全球的智
慧充分整合与共享”，张剑秋表示。

在张剑秋看来，中国的对外开放

迈入新时代，为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
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其
中，中国企业也在不断输出中国方案
和中国标准。

伊利的“双输出”，首先是输出了

精准洞察消费升级、持续创新产品的
中国方案。张剑秋指出，随着中国经
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增长阶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乡
村振兴计划的推进，中国消费市场潜
力还将进一步释放，且消费升级呈现

“多极化”和“细分化”态势。针对新
的市场需求和持续的消费升级需求，
伊利通过大数据精准洞察消费需求，
坚守品质，持续创新，不断赢得市场
认可。2016年伊利的产品覆盖了11
亿人次消费者。常温酸奶安慕希、褐
色炭烧酸奶、燕麦加黄桃的口味组合
等，都是伊利精准洞察消费者细分
化、多样化需求打造的经典案例。“没
有哪个国家能有中国这样大的消费
群体样本，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
所形成的市场经验，对全球乳企进入
中国市场及开拓新兴市场都有借鉴
意义”，张剑秋表示。

以伊利为代表的中国标准也在逐
渐得到国际认可。伊利视品质为信
条，在业内率先设置了“质量标准三条
线”：一是国标线；在国标基础上严格
50%，制定了企标线；在企业标准线基

础上再提升20%，制定了内控线。伊
利还与瑞士通用公证行、英国劳氏质
量认证和英国天祥全球三大合作，将
质量管理工作升级为“质量领先战
略”，标准甚至高于欧洲、大洋洲一些
国家。张剑秋透露，在新西兰，伊利投
资30亿元人民币建设了全球最大的
一体化乳业基地——伊利大洋洲生产
基地，在管理、科研、生产、检测等各个
环节均采用中国标准，被新西兰当地
官员视作“100%”的本土企业。

从现在到2020年，要让全球20
亿消费者享受到来自伊利的营养健康
产品，这是潘刚提出的“小目标”。张
剑秋表示，“一带一路”已不仅仅只是
一个区域概念，而是全球化的一个新
载体，为伊利实现“小目标”提供了重
要机遇。他表示，伊利将持续推进全
球化战略，整合全球优质资源，积极贡
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搭建起一条
让世界共享健康的“白色丝绸之路”。

论坛现场，张剑秋还就中国企业
如何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并将机遇
转化为投资项目等议题，同在场的各
国政商代表展开了深入探讨。

双整合与双输出并举伊利搭建白色丝绸之路
“伊利将持续推进全球

化战略，搭建起一条让世
界共享健康的‘白色丝绸
之路’”。 11 月 17 日，伊利
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受邀
出席 2017 中国企业全球化
论坛，并在主旨发言中分享
了伊利的全球化战略布局。

“对于全域旅游的‘全域’二字，我
觉得要从氛围、文化包装和服务业三个
方面来体现。”谢鑫解读，“氛围”一方
面指天然的国土、生态、气候等，一方面
是指人为建筑、设计等，“这些都需要精
心打造，要形成无处不在的旅游，让游
客一进四川就能感觉到四川的美、独特
的情景风采，处处都是风光，而不是仅
仅只有旅游景点，每一处都应是‘旅游
胜地’，这也是新型城市化最终想要达

到的目标。”
他解释说，“文化的包装”，是说文旅

不分家，文化的包装对于整个城市来说非
常重要。四川的文化资源是非常雄厚的，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挖掘，深度
挖掘，做好包装，要强化发展。比如熊猫，
熊猫是世界级的，但世界级的熊猫产品我
们还没有，这就是我们需要加强的，把好
的文化、好的元素，包装好，做好宣传非常
重要。”

全域旅游探新路
文旅不分家 让游客从“过路”变“过夜”

第八届

C21论坛
THE 8TH C21 FORUM

九黄世界遗产东西线、
藏羌文化走廊旅游线、国道
317、318川藏最美景观、世界
遗产佛教文化旅游线、茶文
化之源及茶马古道旅游线、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化旅游线
……四川正在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
的地。旅游产业的快速健康
发展，已成为推动四川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建设美丽
繁荣和谐四川的重要力量。

11 月 23 日，由华西都市
报社、封面传媒主办的“2017
第八届 C21 论坛”将在成都
拉开帷幕。在三大分论坛
之一的“全域旅游·美丽四
川”论坛，专家学者、地方政
府将聚焦四川各区域如何
发展特色、因地制宜的全域
旅游路径。11 月 17 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四路记者，
前往省内探访各地的全域旅
游新路。

阆中：在旅游发展中，实现扶贫效果

距离阆中古城20多分钟车程的枣碧
乡，这两年因为一条杨家河而一炮走红。
杨家河溪水纯净、风景迷人，一只只竹排游
荡在碧绿的江水中，两岸风景美不胜收。
游人云集，划竹排游山水项目受到众多游
人的追捧，也是阆中“乡愁”旅游的亮点。

“我们将探索‘旅游+扶贫’模式，全面打造
嘉陵江生态度假走廊，依托阆中水城、金沙
湾国际旅游度假区、阆中赛城项目，形成三
大休闲度假区组团发展的格局，高水准、生
态化建设构溪河湿地休闲度假群落。”阆中
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农业与旅游融合发展，
在旅游发展中，也实现了扶贫的效果。

乐山：让“过路游”变“过夜游”

在乐山大佛景区，“夜游三江”的灯火，点
亮了城市和景区，也让“老景区”有了“新看
点”。夜景中的大佛和江景，为乐山留下了许
多游客，从“过路游”变为了“过夜游”。数据
显示，2017年10月，“夜游三江”正式运营。

“十一”国庆黄金周期间，乐山中心城区的酒
店入住率达98%，嘉州长卷沿线酒店入住率
更是达到98%。乐山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扩容提质、景城一体、全域旅游”的思路指引
下，乐山城变亮了、好吃的多了、好玩的多了，
留下来过夜的游客多了。据统计，来乐山游
客平均停留时间，由原来的1.7天增至2.1天，
相比2012年的1.4天则延长了0.7天。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雷远东）
双流境内134.5公里县级公路有了一个好

“保姆”——双流区交通局创建了集综合数
据分析、GPS定位、图片图像处理技术于一
体的手机APP公路养护管理系统，又称为
养护通系统。

走在双流区大件路上，突然偶遇路面

破损。掏出手机，拍个照片，上传至APP。
4分钟后，公路科人员开始分拣道路病害，7
分钟后养护人员收到任务。5小时后，井圈
破损处已经修复好了。

“保姆”养护通系统自2017年9月下旬
开始运行以来，截至11月15日，已办理公
路养护维修零星工程业务132件；自2016

年 11 月以来，完成公路养护维修投资
1260.36万元。

该系统的开发运用，有效提升了双流
区公路养护管理的整体效果，道路病害处
理更为高效、快速，发现安全隐患能在24小
时内得到处治，更好地保障了道路的安全
运行。双流区纪委相关人士说，这样新的

监管模式，还为道路养护管理工作构建了
前期预防、中期防控和后期检查“三道防
线”，为监察部门通过平台系统追溯核查问
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据悉，这个“互
联网+公路养护”智能平台的运用，省交通
运输厅主要领导先后对该项目作了两次肯
定性批示。

双流用APP创新道路养护监管模式 筑牢预防工程腐败“三道防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实习生武明

记者探访 专家建议

全域旅游产品要突出差异化和极致化
“今年的C21论坛，设置的‘全域旅

游·美丽四川’的主题，非常契合当下发展
的好时机。站在宏观角度看全域旅游，可
以说是对新型城市化的一个有力支撑，是
满足旅游升级、需求进一步提升的保障。”
戴德梁行策略发展顾问部高级经理、文化
旅游业务负责人谢鑫表示，地方政府在
考虑全域旅游发展时，首先应该体现出旅
游产品的差异化和极致化。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差异化，就是
一个城市或区县的旅游产品不要出现重
复，避免恶意竞争。而极致化，是指当确
立一个旅游产品时，要把它吃透，要把它
做到极致。对此，他举例说，在这两方面，

德国的城镇旅游做得比较好。“比如韦茨
拉尔，莱卡公司总部就在这个小镇，同时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是在这个地
方写的。当地将这种文化氛围运用到极
致，以此为基础来带动旅游，而旁边的城
镇和韦茨拉尔则保持互动、配套的关系，
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形成一
个共同体，达到共赢的局面。”

同时，谢鑫主张发展跨区域的全域旅
游，“简单举例来说，比如成都市的双流县
发展全域旅游，我们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考
虑、经营一些策略，要考虑周边的发展，通
过跨区域的交流合作形成互补、联动的机
制。”

争取处处是风光对文化资源要深度挖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赖芳杰实习生武明）
217天！成都优良天数再破纪录。截至11
月17日24时，成都今年的空气优良天数达
到217天；打破了2015、2016年连续两年全
年空气优良天数214天的纪录。

秋冬季历来是四川盆地的重污染天气
高发期，今年成都的情况有所不同：重污
染天气预警期间，成都也多次出现空气质
量优良天。在11月8日启动重污染天气
黄色预警后，成都在主动减排和冷空气的
双重作用下，首场重污染天气阻击战取得

成效，连续“抢”出多个蓝天，甚至还出现
“艳阳天”。

来自成都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成都的空气质量相比去年，有了大幅
改善：截至11月16日，PM10、PM2.5累计
平均浓度分别为83、51微克/立方米，与去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2.6%、10.5%。首个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在17日零时解除，就
在解除后的当天，成都再拿下一个优良天，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17天，同比增加
14天，超出去年和前年全年的优良天数。

“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四川省环科
院院长叶宏分析，去年和今年，成都均是
在11月上旬启动了当年的第一次重污染
天气预警。去年从11月15日到22日，持
续8天，其间PM10浓度均值为186微克/
每立方米，小时峰值为 319微克/每立方
米；PM2.5 浓度均值为 109 微克/每立方
米，小时峰值为194微克/每立方米。

今年，《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7年修订版）》的施行，降低了预警启
动门槛，污染减排措施更准、更严，参与的

市民和企业更广泛、参与方法更多元，“对
于重污染天气的防治，从‘遭遇战’变为了

‘阻击战’”。
自11月8日零时启动今年第一次预警，

截至16日24时预警解除，PM10浓度均值
为85微克/每立方米，小时峰值为171微克/
每立方米；PM2.5浓度均值为57微克/每立
方米，小时峰值为116微克/每立方米。对比
去年的数据，可以看到，主要污染物浓度今
年均值仅为去年均值的一半左右，PM10浓
度今年峰值更是比去年均值还低。

打破前两年全年纪录 成都空气优良天数已达217天

乐山“夜游三江”的灯火，让老景区有了新看点。(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