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斜杠青年”刘彦君

打造“文旅IP”给旅行加点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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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生于1990年的刘彦君是四
川人，长缨传媒CEO。谈到创
业，她认为，与其他人不同，她更
像是被“推”着走上了这条路。

早在大学时，刘彦君就对写
作和营销产生了浓厚兴趣。大
一开始，她就在4A公司做兼
职。那时，她写的短文和博客，
一篇可以赚两三千元稿费。

大学毕业后，刘彦君顺利进
入媒体工作。做了6年记者，让
她积累了写作与营销的相关经
验。2017年，刘彦君受邀撰写
《腾讯管理法》，出版了人生第一

本面向市场发行的商业图书。
“这两年有一个流行词叫斜

杠青年，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
吧。”斜杠青年，是指除了干好本
职工作获取收入之外，还拓展出
另外收入渠道的年轻人。在当
记者期间，刘彦君发现自己越来
越多地接到文案策划方面的兼
职邀请，又伴随着媒体行业的转
型等内外部因素叠加，创业这件
事似乎势在必行。于是她选择
了辞职，于2015年创立了文化
传媒公司——成都长缨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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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我希望有不一样
的玩法。”这是在采访
中，刘彦君不断提到的
一句话，与她给自己的
标签一样——“斜杠青
年”，媒体人、自由撰稿
人、文旅 IP操盘手……
不满足于单一和固定职
业的束缚，这个90后女
孩，履历可谓丰富。在
从事新闻媒体工作6年
之后，她选择了辞职创
业，做“文旅IP”的打造，
渴望给旅行加点“新玩
法”。

Chengdu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申梦芸
见习记者唐银

一边接受采访，一边用笔把
问题和思路记下来——刘彦君
还保留着传统媒体人的习惯，手
里时刻拿着本子和笔，有问题就
记下来。她认为，这样可以辅助
思考。

对刘彦君来说，创业就像一
种舒适的痛苦。“做项目的时候，
常常在外面跑，短则几天，长则
几个月。但回忆这些日子，也是
整个人最爽快的时候。”

创业以后，刘彦君形容自己
的生活“不是在路上，就是在书

里”。因为繁复的工作，桌上堆
满了资料，因此，她最近又定制
了一个长达2米的书桌。为了保
护眼睛，她把电脑屏幕开到护眼
模式，手机屏幕调到了最大字
体，因此她调侃自己是个老年
人。

生意和道路是两回事，不论
产业如何发展，刘彦君认为自己
会坚持做文化方向的内容创业，
并且也看好创意人才的培育，目
前也在推动人才培训的商业模
式落地。

今年也被称作“文旅元年”，
是文旅融合年。更多文化元素
融合到旅行中，也给旅游业带来
蓬勃生机。

顺势而为，刘彦君带领团队
与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开展合作，从调研考察到策
划落地历时半年，联合打造了

“大笑古城”古城类新文创文旅
生态IP。

“有很多人问什么是文旅
IP。”刘彦君说，如今年轻人的旅
游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人们出

游的方式也不仅限于吃喝玩乐，
而会问“这个消费方式能不能领
悟到我的点”，或“这种玩法有没
有刺激到我”。

与“网红打卡地”不同，刘彦
君认为，旅游景点IP打造是给景
区赋予故事。“讲好故事是留存
和延续一个景区的价值体现。”
在刘彦君看来，一个好的景区，
能将文化和精神内涵通过讲故
事的方法传递给大众，让文化落
地，口碑变数字，这才是打造文
旅IP的意义。

斜杠青年 被“推着”走上创业路

不急于做网红产品 用IP赋予景区意义

痛并快乐着 做有态度的创业者

刘彦君

2019年四川省
“千人计划”启动申报

为加快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来川创
新创业，近日，我省正式启动2019年四
川省“千人计划”申报工作。

此次省“千人计划”申报将紧扣服务
四川高质量发展，围绕“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发展战略，
聚焦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高校“双一流”建设、乡村振兴、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等人才急需，重点支持引进
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新兴产业、
引领创新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
团队。

按照相关实施办法，凡在四川省行
政区内的各类用人单位从国（境）外或省
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均可按程
序推荐申报。

申报分个体引进、团队引进、专项
引进三个类别 10 个项目进行申报。
其中，个体引进包括：顶尖人才项目、
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创新领军人才长
期项目、青年人才项目；团队引进包
括：创业团队、创新团队；专项引进包
括：军民融合专项、省校省院省企合作
专项、金融人才专项、民族地区和贫困
地区专项。 据川报观察

重回3000点可期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窄幅震荡，

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缩量仍在延续，周四市场受权重

股表现低迷影响，全天股指在前一交易
日附近维持窄幅震荡，不过北上资金继
续净流入超20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26只，跌停3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均继续失守5日均线，但仍收于10日均
线之上；60分钟图显示，两市股指均收
于5小时均线附近，60分钟MACD指标仍
处于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市场当前处
于拉锯震荡阶段，且波动率不大，因此，
沪指周五早盘只要继续坚守60小时均
线即2961点，那么回升将很快出现。期
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减少。综合
来看，北上资金的持续净流入，以及外围
市场持续向好，将为短期市场再次营造
一次向上反弹的契机，短期沪指重回
3000点可期。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南 玻 A（000012）45 万 股 ，中 新 赛 克
（002912）2万股，中际旭创（300308）5万
股，光环新网（300383）4万股。资金余
额5122447.65元，总净值12011047.65
元，盈利5905.52%。

周五操作计划：南玻A、中新赛克、光
环新网、中际旭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中国人寿是国内首家“三地上市”
的寿险公司，截至2019年，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连续十七年入选《财富》

“世界500强”，位列第51位，在入选的
中国企业中排名第12位。这是中国人
寿自2003年以来，连续第17年入选该
榜单，成为连续入选次数最多的中国保
险企业。蝉联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第5位。中国
人寿寿险公司良好的经营管理受到社
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荣获“高质量发展
保险公司方舟奖”、“亚洲最受尊敬公
司”；

在四川，四川国寿始终将自身发展
置身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之中，
把握时代内涵，不断优化公司管理水
平，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客户、员

工和合作伙伴创造更多价值，连续多年
被主流媒体评为“最受欢迎保险公司”、

“最佳理赔服务”、“创新服务企业”。
多年来，四川国寿与广发银行、财

产险、养老险等集团驻川成员单位持续
深化服务协同，全力打造“一个客户，一
个国寿”的综合金融服务品牌。公司产
品线设计开发的多层次保险保障产品，实
现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截至目前，公司
在售保险产品共400多款，满足客户健
康、意外、养老等多种保险保障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国寿始终坚
持发展的主题不动摇，公司责任准备金
由664亿元增加到965亿元，资产规模
从653亿元增加至908亿元;2018年实
现总保费收入244亿元，是2012年的
1.52倍，市场领先地位稳固。目前，公

司拥有覆盖全省的1622个分支机构及
网点，拥有1800万份有效保险保单，为
全川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和解决方案超
5000万人次。

从2012年至2018年底，四川国寿
已累计为2876万客户给付各类保险金
或赔款达797亿元，平均每天向11256
名客户给付3119万元。

当各种灾难来临，中国人寿的身影
从未缺席。为应对“5.12”汶川地震和

“4.20”雅安芦山地震等巨灾，举全系统
之力，迅速开展大规模集中式的地震理
赔服务。两次巨灾共处理赔案9751
件，支付保险金1.6亿元。在之后的多
起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中国人
寿都在第一时间响应，开通理赔绿色通
道。

初心不改七十载重振国寿再出发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根植四川70周年纪实

70年栉风沐雨，70年艰苦奋进，70
年行稳致远……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这是一个崭新辉煌的历史坐
标，新中国进入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同年 10 月 20 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前身）公司正式成
立。

自1949年10月20日成立以来，与
新中国同龄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之中，把为中国百姓提供最好的
保险保障作为自己的责任。

作为其在四川的分支机构，中国
人寿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
寿）发挥保险优势、健全民生保障、积
极探索金融扶贫的有效路径，从助力
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到弱有所
扶、学有所教，全力以赴保障四川百姓
的美好生活，中国人寿的保障一样不
落。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是一
家国有企业深切赤诚的为民情怀。作为
国内寿险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人寿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保险优势，健全民
生保障，积极探索金融扶贫的有效路径，
深度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持。

四川国寿在全省8个市州建立了大
病保险倾斜性支付政策，针对贫困人口
实施优惠政策。至2018年底，公司大病
保险累计服务人群达到1.91亿人次，为
162万人次累计支付赔款43.53亿元。

“扶贫保”为四川全省197万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提供了约1300亿元的保险保
障，构建起贫困户风险保障托底机制；捐
资200万元，为全省共计约10万名驻村
帮扶干部提供了100亿风险保额的意外
伤害保险；共派出扶贫驻村干部91名，

投入扶贫专项资金596万元，帮助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

四川国寿参与承办的成都长期照护
保险，让失能人员生活更有尊严，“成都
模式”成为全国经验；农村小额保险发展
引领全国，累计承保农村中低收入群众
近1亿人次，总赔款总金额超过20亿
元，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力保
障；公司还积极为大学生村官、计生特殊
家庭、困难高龄老人、两癌筛查妇女等特
殊群体提供专属保险保障。

不忘初心，积极开展扶贫济困、赈灾
助残等公益慈善救助活动。近年来，四川
国寿累计在川公益慈善捐赠超过5000万
元。持续十年助养1104名因灾致孤儿
童，截至2018年底，已支付助养金4700
余万元；连续九届举办“爱心夏令营活动”，
为这些孤儿提供精神抚慰与呵护……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致
敬历史，是为了壮行未来。展望未来，壮
怀激越。

2019年3月，中国人寿新一届领导
班子提出了重振国寿战略，发布《“科技
国寿”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滨说：“重振国寿将分‘两步走’实施。第
一步，用1年至2年时间，抓好战略布局、
升级发展理念、突破发展格局、重构组织
体系、提振品牌形象、凝聚精神力量，为
建设国际一流金融保险集团奠定坚实基
础；第二步，再用2年至3年时间，基本建
成综合化经营特色突出、科技化创新能

力强大、国际化布局基本成型，核心主业
市场引领地位稳固、服务国家战略能力
和全球竞争能力卓越的国际一流金融保
险集团。”

未来四川国寿将在集团公司和四
川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更高
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高质
量发展，继续用奋斗寻找答案、用激情
点燃梦想，凝聚四川国寿人的磅礴力
量，团结一致加油干，重振国寿再出
发，不负国家时代的重托，守护人民美
好生活！

孙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作为服务亿万客户的寿险企业，中
国人寿始终秉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的承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改进服
务水平，提升客户体验。

近年来，中国人寿推进科技创新
和服务创新，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与公司经营管理深度
融合，让客户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
利。中国人寿寿险 App 提供了保单
借还款、电话医生等 68 项方便快捷
的服务，让用户足不出户、利用碎片
化时间就可以享受“有温度”的线上

服务。
中国人寿还陆续建立了智能核保和

线上快速微信理赔通道，客户出险后自
助实现一键报案，理赔时效大大提高。
至今已为近74万人次提供了便捷的线
上理赔体验。为方便农村、山区等交通
不便的客户，公司主动将理赔服务延伸
到偏远镇村……

目前，四川国寿正在农村政保队伍
中大力推广智能承保系统、移动理赔系
统等，致力探索解决农村保险“最后一公
里”服务瓶颈。

中国人寿作为国家大型金融保险
企业，肩负稳定发展大局的光荣使命，
掷地有声；以责任为基、以民生为念的
发展初心，始终如一。

除了保险保障，中国人寿还充分发
挥保险资金期限长、来源稳、投资方式
灵活多样的优势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自2010年以来，中国人寿通过股票、债
券、债权计划、股权计划等多种方式，为

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达5.16万亿元，成为
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领跑者和先
行者。

四川国寿主动把握四川省委“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战略，为服务四川实体
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016年6月，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明确在“十三五”期间，为四川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不低于1500亿元
投资资金支持。截止到2019年3月底，
中国人寿集团在川投资包括债券投资，
上市公司股权类、投资基础设施和未上
市股权类及其他金融资产，累计金额达
到460亿元，其中投资基础设施达到
300亿元。截止2019年6月，广发银行
成都分累计参与地方债投债159.34亿
元，其中，2019年共投债28.54亿元。

责任担当 全心扶危济困提升民生福祉

科技升级 全盘优化亿万客户体验

主动对标 超前谋划重振国寿再出发

“保险姓保”全力保障四川百姓美好生活

服务经济 全面参与四川实体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