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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投票火热
经济大事件获网友点赞

截至 1 月 10 日下午 6 点，四大
榜单获得的公众投票总票数已经突
破390万票，达 3948433票。其中，

“2017 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榜单斩获2246155票，“2017四川十
大经济影响力事件”“2017 四川十
大新经济领军人物”和“2017 四川
十大行业领军企业”三大榜单也分
别 获 得 1006561 票、604829 票 和
90888票。

作为本次评选活动的重要榜单
之一，“2017 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
事件”榜单如今已经获得大众投票
超过百万。其中，天府国际机场建
设、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等大事件获得社会各界的积极点
赞。与此同时，“自贡首届盐博会开
展 签约172.8亿元”和“2017中国国
际名酒文化节”两大事件也持续获
得关注。千年盐都盐泽天下，作为
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味
品，盐于自贡已有千年历史，“自贡
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被国务院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被誉为“第五大发明”。如今，伴随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自贡盐业加快
转型升级，融资融智，推动川盐出
川；全球首家盐交易中心也正在筹
建之中。此外，在消费升级的背景
下，2017年四川的白酒产业也步入
新时代。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
断推进，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为四川发展新经济增添活力。

专家观点
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平台

时下，“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
力人物”评选活动已成为四川经济圈
的年度盛事。

如何理解经济影响力？李光金
教授认为，企业家首先要知国情。
其次，企业要在某一方面如商业模
式或技术方面有创新引领。比如所

带领的企业是“独角兽”、传统产业
的龙头或是新兴产业示范性强，这
些都是考量标准。第三，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在解决四川经济短板方
面具有开拓性，比如在“全创工程”、
提高四川经济的外向度、一带一路

“走出去”、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
转变、“双七双五”产业等方面做出
了具有影响力的贡献。

同时，李光金表示，希望在激发企
业家精神和增强企业家发展信心方面
要特别关切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惑所
难，主要从“三心”上面着手，即对企业
家来讲，最“暖心”的是得到政府和社
会的认可，最“关心”的是如何为社会
创造财富，最“烦心”的是营商环境不
好所带来的“瞎折腾”。

就本次评选活动李光金说，“在
社会各界保护、激发、弘扬企业家精
神的背景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举办‘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
物’评选，通过榜样的力量，提升企
业家的发展信心，也是弘扬企业家
精神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发挥经济
影响力人物及其企业的带动示范作
用，为新时代四川经济跨越发展做
出新贡献！”

温馨提示
网络投票本周五收官

本周五（1 月 12 日），本次评选
的网络投票阶段将正式收官。谁是
网络大众心目中的影响力人物？什
么是真正影响四川经济发展的大事
件？赶快抓紧时间，为心目中新经
济浪潮中的“财经明星”投票打
CALL！

本次投票通道设在封面新闻客
户端。为您心中的影响力事件、企
业和人物打 call，需要先下载封面
新闻客户端，进入【我的】-【封蜜
club】榜样中国·2017 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页面进行投
票操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
兰 李秀江

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评选总票数逼近400万

专家点赞：榜样力量提升企业家信心
本周五，“榜样中国·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的网络投票通道将

关闭。伴随着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截至1月10日下午6点，四大榜单获得的公众投票总票
数已经逼近400万。

本次评选除了社会公众的踊跃参与之外，也获得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点赞。四川省工
商联原副主席、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导李光金教授认为，榜样的力量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的发展
信心，也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榜样中国·2017四川十大
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
动自2017年12月25日开启网络
投票以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并踊跃参与。同时组委会发现
近期个别投票公司或网络软件
公司为牟取利益恶意刷票、攻
击服务器、破坏正常投票秩序，
组委会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予
以制止和防范。

就相关事宜，现作如下声明：
一、本次评选秉承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采取专家评审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评选，网络投票所占比重为
30%；

二、本次网络投票禁止各
种刷票等行为，组委会一旦查
实参选者存在刷票等不良行
为，将其列为不诚信企业行为
并提交专家评审委员会备案；
情节特别严重者，将直接取消
参评者资格；

三、主办方从未指派或授
权任何投票公司参与本次网络
投票，切勿相信任何投票公司
或网络软件公司的投票承诺；

四、本次网络投票不收取
任何费用，投票免费；本次网络
投票绝无强制投票要求，任何
以主办方工作人员名义或其他
各单位工作人员名义强行要求
参评者投票均为不实信息，请
参评者切勿轻信此类信息，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五、本次活动解释权归活
动组委会所有。

特此声明
华西都市报社封面传媒

2018年1月9日

关于“榜样中国·2017四川
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投票活动的声明

制
图/

高
翔

从2017年12月25日起，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启动“123好友节”大
型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联接互动，
打造千万参与、亿万传播的盛大友情
嘉年华。活动从2017年12月25日
持续至 2018 年 3 月 25 日，崭新的

“123好友节”为每一位朋友、每一位
用户开启不平凡的历程。

你也许是华西都市报的读者，
也许是封面新闻的用户，也许是我
们技术的受益者，也许是我们活动
的参与者，也许是支持我们成长的
客户……只要你的世界与我们有交
集，我们就已是共享分担、携手共勉

的朋友。
为了更全面地回馈读者和用

户，在好友节期间，除了让你尝尽优
惠的“天天来秒杀@好友欢乐购”活
动，我们还将推出“123，一起上封
面@好友封面秀”，“123，小封测蜜
汁@好友AI碰”等线上活动和“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2018 新春封
面23城”等线下活动，欢迎一同加
入这场有关友谊、回馈、成长的友情
嘉年华。

感谢一路相伴，感谢此刻相聚，
感谢一路成长，未来，我们再并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秒杀半价门票 陪孩子度寒假
1月15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123好友节”万件好礼等你来

古有“千里送鹅毛，礼轻
情意重”的佳话，今有“欢迎来
秒杀，便宜又实用”的馈赠。

今年1月，华西都市报读
者节正式迭代升级，迎来崭新
的“123好友节”。这份由报纸
衍生而来的友谊也将翻开新
篇章。为回馈广大读者，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倾力打造

“欢迎来秒杀@好友一起购”
活动，为好友们带来最实在的
回馈。

1月15日起，好友们只需
打开封面新闻，就能看到精心
挑选的上万件商品，充满了人
间烟火气，既有枇杷原浆饮
料、方便羊肉汤和咸鸭蛋等来

“撩”吃货们的胃，也有电磁
炉、空气净化器、取暖器等来
温暖你的家。

秒杀霸气侧漏，磨刀霍霍
对准高价的脖子，在这场盛宴
中，你可以秒杀到半价景区门
票，陪孩子上山入海过一个特
别的亲子寒假；也可以用一元
钱秒杀一盒咸鸭蛋陪着家人
下稀饭；还可以用不到两折的
价格秒杀到空气净化器让你
呼吸更顺畅；以及用半价秒杀
一台驱走寒冷的取暖器……

有了华西都市报“123 好
友节”，有了“欢迎来秒杀@好
友一起购”活动，这个冬天不
太冷。

“一元秒杀，不会是套路吧？”听
说秒杀活动后，不少市民反馈，“有这
种好事？”好友是真挚的付出和热忱
的扶持，“好友节”当然也是为广大读
者和用户谋福利的日子，在新春佳节
到来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整
合行业资源，拒绝套路，为你推出实
实在在的优惠。

翻开这次的秒杀清单，吃货们一
定乐不可支，美味又营养的枇杷原浆
饮料、“出差神器”方便羊肉汤和川味
十足的麻辣香肠都赫然在列，而秒杀
价格也让人心动，以上商品全部只需
12.3元即可秒得。不过要说吃货们
的必抢名单，咸鸭蛋肯定名列其中，

一盒不添加防腐剂的咸鸭蛋，在秒杀
活动中只需一元就能买到。

如何给孩子一个有意义的寒
假，相信是不少家长的烦恼。在秒
杀活动中，好友们可半价购得国色
天香和欢乐谷等旅游景区门票，而
水果侠旅游景区的门票甚至低至15
元。还不快来拼手速，给孩子一段
难忘的回忆？

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买到空气
净化器，还有半价秒走电磁炉、取暖
器、好友们是不是都心动了？

第一场秒杀活动将于1月15日
中午1点23分准时开抢，先抢先得，
你准备好“剁手”了吗？

在秒杀活动开抢前，好友们需完
成一件最重要的事：下载封面新闻
APP，所有秒杀活动都将在该APP中
进行。

1月15日当天，你只需进入封面
新闻APP，点击右下方“我的”，进入
到封蜜Club，就能看到秒杀活动专
题页面。你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参与

抢购，将实惠带回家。
15日之后，也会定期持续推出同

款秒杀活动。需提醒各位好友的是，
我们将提前一天推出报道，预告次日
的秒杀商品和价格。欲知更多优惠
商品，欢迎持续关注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报道，为你的购物清单早做准
备。万事俱备，只等上线开秒。

吃货福利/ 一元就能秒杀一盒咸鸭蛋

如何秒实惠/ 每天中午1：23戳封面APP

活动背景/回馈读者打造友情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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