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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奖牌集体亮相
“2018蜀道驿传”开赛在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方迪）羌风
起，热血燃！备受关注的“2018蜀道驿传
——茶马古道接力赛”将于9月23日正式
开赛，追寻蜀道文化、寻找茶马古道遗
迹，今年，举办地来到了“康养圣地”——
汶川。恰逢赛前半个月之际，组委会推
出了全新产品设计——通关奖牌。

9月10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了组委会和奖牌设计师，听
听他们的创意理念。

“前几年，接力赛奖牌的正面都为蜀
道驿传赛道标志性建筑物，背面分别是
蜀、道、驿、传四个大字。”赛事工作人员
介绍，“四枚奖牌既是独立的，又可以合
体成为一整块奖牌。”

今年，奖牌有了颠覆性设计，以“风、
火、山、林”为精髓，演绎中华历史文化内
核。“奖牌设计理念源自‘蜀道之始’，以
诸子百家为年代背景，体现《孙子兵法》
中‘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
动如山’的‘风林火山’四大自然元素。”
奖牌设计师解释。

说到汶川，就不得不提当地特产
——甜樱桃，该果肉肥厚质脆，风靡海内
外无数吃货，奖牌的设计里，这等美食元
素岂能错过。“除此之外，还融合汶川茶
马古道遗址元素，通过现代时尚的表现
手法，在设计中添加了汶川三宝“甜樱
桃、脆李子、香杏子”，从而体现汶川蜀道
特色。”

据了解，为了将赛事纪念品转变为
文化产品，让设计得到大众认可，赛事组
委前期经过反复推敲，在奖牌造型设计、
文化内涵体现、奖牌质感、视觉效果上，
先后了设计多个版本。

“中华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蜀道驿传
的赛事打造、文化产品设计，其目的在于
让人们忽略的中国历史文化精髓，重新
走进大众视野，真正做到有价值、有意
义、有内涵、有深度的体验性赛事。”

金堂县开展
“一卡通”专项检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开展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
题专项治理，是各级都高度关注的大
事。召集县纪委监委、县委巡察办、派驻
县级部门纪检监察干部，是要对隆盛镇
黄桷垭村‘一卡通’发放及使用情况，开
展‘拉网式’排查，以点带面发现问题、查
找线索。”近日，在金堂县纪委监委会议
室，相关负责人对该县“一卡通”专项治
理工作进行安排。

“之所以选择隆盛镇黄桷垭村，原因
是基于我们前期分析，与全县其他乡镇
村（社区）相比，黄桷垭村的智力障碍、重
度残疾人群比较集中，涉及的财政补贴
资金量也比较大，有一定的代表性。”金
堂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这次
我们共组织10个检查组，利用2天时间，
要对黄桷垭村36个村民小组的重点人
群，包括孤儿、五保、智力障碍、重度残疾
等，进行全面走访调查，务必了解掌握该
村‘一卡通’发放及使用的准确情况，理
清每个环节，让每一张‘一卡通’成为‘明
白卡’。”

此次专项检查共走访黄桷垭村村民
545户，约占该村村民总数的34%。据了
解，“一卡通”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该
县已对21个乡镇48个村（社区）“一卡通”
发放及使用情况开展专题调研4次、专项
督查检查10次，发现问题8个，目前正在
督促整改。初步统计涉及惠农惠民财政
补助资金“一卡通”补助种类29种，发放
卡数超过24万张，涉及资金6亿余元。

蒲江县开展
派驻机构改革工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今年5月
以来，蒲江县按照省、市纪委关于加强县
一级纪委派驻机构改革的工作要求，围
绕“机构设置合理、运行机制规范、强化
监督力度”这一目标，抓好派驻监督工作
开局起步。

突出三增三减，构建全覆盖派驻监
督体系。蒲江县对现有派驻机构进行有
效整合，使派驻机构数量减少、派驻监督
覆盖单位增加。进一步整合纪检工作力
量，对工作任务重的干部注重“减压”，对
工作任务轻的干部进行“加压”，让监督
更加精准。加大筹备组干部交流任用力
度，建立派驻机构纪检干部能进能出机
制，不断优化队伍结构，着力破解派驻队
伍结构不优、年龄老化、能力不足等难
题。

建立三项制度，保障工作规范运
行。建立目标考核制度，制定《派驻机构
筹备组目标绩效考核办法》，将党章赋予
派驻纪检组需履行的三项任务细化分
解，落实考评激励机制。建立联系督导
制，纪检监察室分别对应联系各筹备组，
定期联系单位，加强对联系筹备组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协调、调研和
指导。建立工作周报、日常督办制，要求
筹备组每周将下周工作重点条目式列
举。实行每月督查通报制度，将工作任
务每月通报派驻筹备组，督促筹备组切
实履行监督责任。

创新开设“互动式”警示教育课，实
行小班化、小组化教学，把‘被动式’听讲
变为‘互动式’交流。围绕纪检监察工作
开展漫谈交流，让派驻干部谈思路、谈建
议，交流观点、碰撞思想，不断提升纪检
监察工作层次和水平。

在日本知名彩妆品牌植村秀的两款明
星产品的瓶身上，镌刻着造型独特且寓意
深远的羌绣图案。鲜有人知道的是，这两
款纹饰正是成都华珍藏羌文化博物馆与业
界品牌达成的跨界合作。

更鲜为人知的是，类似的跨界合作都
绕不开一个机构——香港贸发局。“这样的
合作，也让藏羌织秀被世界上更多人熟
知。”香港贸发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吕剑
说。在他看来，四川企业若要更好地做强
品牌，更好地“走出去”，或许可以借力香港
去开拓国际市场。

谈“走出去”
输出文化IP，实现知识产权商品化

2011年调至成都，吕剑在四川工作已
有七个年头。此间，吕剑见证了一批知名
川企如何走出去，也看到了更多的川企想
要走出去的愿景。

“四川还有很多好东西，比如文化IP，
比如博物馆的馆藏文化，它们都是独特而
有寓意的宝藏。”川企如何更好地出海，吕
剑认为可在四川的文化IP上下功夫。他以
成都华珍藏羌文化博物馆举例，自2010年
第一次参加香港国际授权展起，成都华珍
藏羌文化博物馆每年都能在展会上取得订
单，其中不乏植村秀、星巴克这样的国际品
牌，“这样的跨界合作，把文创IP变成了商
品、产品，再进一步推到消费者手中，让更
多人认识非遗文化，而接到的订单也能再
一次带动文创产业的发展。”

“以服务型经济为主导的香港与快速
发展壮大的四川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下一
个阶段，川港之间如何合作？吕剑认为重
点在如何通过香港专业服务业的成功经
验，为川货建立品牌提供服务。

吕剑分析，香港设计师自成一派，因其
同时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培育，既了解内地
的消费者心理，又具备国际化视野，或许能
为内地企业提供更为新颖、独特的解决方
案，这也正是川企可以取经的地方，“香港
设计师陈幼坚为四川名茶竹叶青设计的

‘论道’系列就是一大成功的先例。”

谈川港合作
“一带一路”迎来合作新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让四川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这也让吕剑看到了川港合作的新
空间。具体而言，在金融领域、基建领域和
商贸物流等方面双方均可发挥各自优势，
进一步扩大合作空间。

“放眼全球市场，香港是一个理想的平
台。”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四川企业选择
香港平台投资海外，开展国际贸易和业
务。“香港的资本进出便利，有完善的法律
体系保障，还有投融资、知识产权商业化、
设计及研发、营销及推广、法律会计等专业
服务，既是内地企业转型升级的好帮手，更
是到海外发展的好搭档。”吕剑说。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在港上市的
四川省企业累计达22家，总市值590.9亿港
元，IPO融资237亿港元，总融资410亿港元。

此外，在基建领域，香港的专业服务及
项目策划服务可在法律、保险、会计、风险
评估、项目管理、工程顾问等范畴为“一带
一路”项目提供支持。香港物流行业的优
势，也可为内地商贸物流带来新机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摄影王洪斌

香港“红馆制造”落地四川
“成都造”演唱会从天府之国巡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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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国”与“东方
之珠”的交流，碰撞出文
化的旖旎气象。川港双
方通过主题展览、专题推
介、商业演出、各类文化
节等方式，推动川剧、彩
灯和藏羌彝文化等四川
特色文化走进香港，也带
动香港文创业走进四川。

在文化创意产业之
一的音乐产业上，川港两
地之间的合作已经展
开。被无数歌迷奉为圭
臬的香港红馆演唱会幕
后创制者已经落地成都。

这个“幕后者”就是
香港艺能。一水香江，同
饮两家“艺能”。其中香
港艺能娱乐有限公司就
选择了毗邻的粤港澳大
湾区，而香港艺能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艺能
工程”）则选择了建设西
部文创中心和国际音乐
之都的天府之国。

未来，营造出流光溢
彩“红馆气氛”的歌舞、灯
光、音响、舞台等，从创
意、设计、效果到制作，都
将在成都完成，“红馆”演
唱会将从成都出发巡回
世界。

艺能工程，位于香港九龙红磡
的一幢高楼里，距全亚洲最知名的
演唱会圣地香港红磡体育馆（简称
红馆）仅1公里。

创始于1985年的艺能工程，是
演唱会制作“大佬”，中国香港综合
排名第一的国际知名音乐演出领军
企业。办公室摆放着醒目的玻璃橱
柜，满是明星的照片及送给艺能工
程的礼物，一眼扫过去，就能挑出谭
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刘德
华等流行巨星的身影。

“他们不仅是我的合作伙伴，也
是我多年的好友。”艺能工程和特高
娱乐董事长蔡健辉说。他戴着黑色
的棒球帽，港味普通话很是别致。

2017年，艺能工程在四川注
册成立了艺能文化娱乐（成都）有
限公司，落户成都武侯区，注册资
本1000万美元，这也是迄今四川文
创音乐演艺产业对外（港）招商引
资实际落地的最大注册资本企业。

“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整个华语
地区的演唱会创意制作60%的产量
落地成都，演唱会工程设计智能制

造80%的产量落地成都，演唱会周
边衍生文创科技原创IP制品80%的
产量落地成都。”蔡健辉透露，明年
香港影音“双料天后”杨千嬅的全球
个唱的第一站将在成都举行，演唱
会的歌舞灯光音效舞台等，也将在
成都创意设计制作好以后发往世界
各地。

“成都是个好地方。”蔡健辉毫
不吝惜地表达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喜
爱。他觉得成都很包容，也极为接
受香港的文化，在这里的港式茶餐
厅、港式商业综合体都很受欢迎，成
都人也爱听粤语歌。

艺能工程选择落地成都的原
因，还有这里的音乐产业现状和未
来市场潜力。“相比北京、上海，成都
的音乐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我
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成都
正在打造国际音乐之都，政策有优
势，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不仅仅是对接艺人及演
出团队、协调不同的参与单位，更需
要做好演唱会硬件的技术创新与执

行，我们称它为‘工程制作’，演唱会
效果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蔡健
辉拿红馆举例子，红馆演唱会开唱
前，他们需要设计灯光、音响以及舞
台效果，并将这些制作和实施出
来。开阔场馆里的视觉和听觉盛
宴，均由他们打造。

“一场全国级别的巡演差不多
需要上亿元的器材设备累计投入。”
蔡健辉希望可以将大量国内演唱会
的“工程制作”在成都完成，再发往
其它城市巡演。艺能工程的工程制
作经验在全国很有名气，此前大火
的中国偶像竞演养成类真人秀《偶
像练习生》的灯光音响即由其成都
公司创意、设计和打造。

除了优质演出由“香港造”逐步
变成“成都造”，成都公司还计划与
成都高校合作，有系统地培养本土
演艺复合型人才。

“比如歌舞编导、服装设计、舞
台设计、音响设计等，我们成都公司
计划请一些国外知名的教授和专
家，以及一直活跃在演唱会生产第
一线的导演、编舞和编曲过来授
课。”这些课程应用性很强，学员们
能在成都公司出品的众多演唱会产
品中实习，直接参与演唱会的创意
设计和生产制作全过程。

成都公司还计划开设大型活动
安全管理方面的培训。“这在国内目
前是没有的，但是演唱会现场人员
特别多，安全方面很重要，我们会请

国外的专家过来授课。”此前在香港
迪士尼举行的五月天演唱会，每场
观众数量达25000人，艺能工程也
是请了国外专家指导安全管理。

对于歌迷们关心的内地演唱会
票价高的问题，蔡健辉也有释疑。
歌手内地开演唱会，大部分都是“一
城一场一唱”连轴转，而一场演唱会
的线上、线下综合成本非常高，投资
者把所有收益都压在了一场秀上
面，这就自然导致了单张票价偏高。

但如果在一个地方场次增多，
边际成本就会降低。“未来，大牌歌
手在成都不只是唱一场就走，而可
能会像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十几
场，甚至几十场，演唱会单张票价相
应就会降低。”蔡健辉说道。

产业落地
看好成都音乐产业的潜力

蔡健辉。

期待“成都造”
将和高校培养演艺复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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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发局西部地区首席代表吕剑：

川企“出海”
可在文化IP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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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红磡体育馆，简称红馆，华语流行音乐的圣地。图据香港体育馆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