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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讯 9月 22日，由世界品
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办的“亚洲品
牌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发布 2022 年（第
十七届）《亚洲品牌 500 强》排行榜，五粮液
连续17年入选，位居榜单第33位，比去年上
升 2位，且是榜单中唯一获得品牌忠诚度满
分（5分）评价的白酒品牌。

作为全球最具权威的品牌评估机构之
一，世界品牌实验室自 2006 年以来已连续
17年发布《亚洲品牌500强》，主要从市场占
有 率（Market Share）、品 牌 忠 诚 度（Brand
Loyalty）和亚洲领导力（Asian Leadership）三
项关键指标来评价品牌的亚洲影响力。榜单
显示，今年共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个品
牌入选，其中，中国（包含港澳台地区）入选

的品牌共计 214个，占整个亚洲品牌 500强
的42.8%，位居第一。

世界品牌实验室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受
新冠疫情影响，消费者开始愈加关注日常消费
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健康、绿
色低碳的需求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表
现出了可持续消费习惯的转变。今年食品饮料
行业共有48个品牌入选，比去年增加了3个，
其中五粮液表现出色，是榜单中唯一获得品牌
忠诚度满分（5分）评价的白酒品牌。

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一张靓丽名片，当
前五粮液明确了“做强品牌、做优产品、做大
市场”的战略主题和打造“五位一体”五粮液
的发展路径，拥有产区、古窖池、品质、品牌、
消费群体等“五大优势”，形成了生态自信、

产区自信、品质自信、品牌自信、文化自信、
渠道自信、资金自信、市场自信、团队自信、
组织自信“十大自信”，正高举“大国浓香、和
美五粮、中国酒王”旗帜，坚守“种酿选陈调”
美酒五字决，加快推进高质量倍增工程，打
造中国白酒行业品牌建设标杆，加快建设产
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
界一流酒企。

特别是在品牌建设方面，为契合新时代
消费需求，近年来五粮液加大品牌宣传与 IP
活动力度，打造了“上新了·故宫”“紫禁城”

“长江文化带万里行”“有礼了！中国”“中国
西湖情玫瑰婚典”等系列文化 IP，以美酒致
敬传统文化经典，并升级打造了 520和美文
化节、915 专卖店店庆日、1218 超级粉丝节

等五粮液专属 IP，消费意见领袖和品牌爱好
者数量不断壮大，五粮液在高端消费圈中的
口碑稳步提升。

同时，五粮液还主动参与、深度融入世
博会、进博会、东博会、APEC、博鳌亚洲论坛
等，以酒为媒，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和
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美理念，以大开放促
大发展的全球视野传递“东方名片”声音，持
续向世界讲好中国白酒故事、五粮液故事。
近年来，五粮液持续入选 Brand Finance“全
球品牌价值 500 强”“全球最具价值烈酒品
牌50强”、世界品牌实验室“中国500最具价
值品牌”“世界品牌 500强”等多项国际权威
品牌价值评价榜单，品牌影响力、美誉度和
忠诚度不断提升。 （杨波 侯云春）

广元朝天区
龙头企业引领工业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鄢怀林 记者 侯东）9月22日，记者
走进广元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一幢幢造型漂亮大气的现代
化厂房和一条条现代化的生产线引人注目。

“我们已建成投产 2 条日产 4500 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
产线、年产 440 万吨水泥粉磨系统、18MW 纯低温余热发电系
统、年产 200 万吨骨料生产线、年产 100 万吨机制砂生产线及
年产 60 万方环保型混凝土搅拌生产线。”广元海螺水泥有限
公司党总支书记鲁修奎介绍，广元海螺自投产以来，实现产
值约 127 余亿元，上缴各类税费约 17 亿元，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坚定发展信心、鼓足发展干劲，争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排
头兵、先锋队。”鲁修奎介绍，今年以来，虽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原材料涨价、能源紧张等困难，但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下，企业效益稳中有升，1至8月，实现产值10.7亿元。他表示，广
元海螺将持续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关于做大做强制造业以
及拼经济搞建设决策部署与要求，咬定全年经营目标不放松，苦
干实干、敢为善为，以更加积极的作为扛起应有担当、作出更大
贡献。

朝天区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延伸拉长、产业
集聚集群，持续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据统
计，上半年，朝天区工业园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57.1亿元，同
比增长 17%；实现工业投资 5.28亿元，其中技改投资 3.25亿元、
基础设施投资58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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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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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Q-XL-
2022-07

宗地位置

大邑县沙渠街道
祥龙社区3组

宗地面积

911.53平方米
(约1.3672亩）

土地用途
及使用年限

村庄商业服务
设施用地40年

挂牌
起始价

55.20
万元/亩

竞买
保证金

23万元

规划指标
容积率

不大于1276.14
平方米

建筑密度

不大于50%

绿地率

不小于15%

建筑高度

不大于 12米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存续的有效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自然人和联合体报名；2、土地竞买意向方应提供符合当地规划要
求的项目概念产业规划方案；3、土地竞得方在竞得土地后一年内未依据规划施工建设的，出让方有权无条件收回土地；4、土地竞得方需在竞得土地后
10个工作日内缴清剩余地价款，逾期未缴清的，出让方有权无条件收回土地。
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挂牌公告期为2022年9月23日至2022年10月12日，挂牌竞价期起止时间为2022年10
月13日9时至2022年10月26日16时。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摘牌成交；如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转入现
场竞价，现场竞价时间为2022年10月27日10时。
竞买申请人请于2022年10月26日16时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3万元缴纳凭证（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资
料到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大邑分公司窗口办理报名手续，领取应价牌并报价。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26日16时。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
联系地址：成都市大邑县邑新大道183号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大邑分公司
咨询电话：黄老师：028-61249500 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

大集挂告大集挂告﹝﹝20222022﹞﹞0505号号
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如下：

一一、、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
20222022年年99月月2323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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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沙渠街道
祥龙社区3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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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97平方米
(约6.0040亩）

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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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商业服务
设施用地40年

挂牌
起始价

55.20
万元/亩

竞买
保证金

100万元

规划指标
容积率

不大于5604.15
平方米

建筑密度

不大于50%

绿地率

不小于15%

建筑高度

不大于 12米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存续的有效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自然人和联合体报名；2、土地竞买意向方应提供符合当地规划要
求的项目概念产业规划方案；3、土地竞得方在竞得土地后一年内未依据规划施工建设的，出让方有权无条件收回土地；4、土地竞得方需在竞得土地后
10个工作日内缴清剩余地价款，逾期未缴清的，出让方有权无条件收回土地。
本次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挂牌公告期为2022年9月23日至2022年10月12日，挂牌竞价期起止时间为2022年10
月13日9时至2022年10月26日16时。如挂牌竞价期满后只产生一家符合条件的竞买人，摘牌成交；如产生两家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转入现
场竞价，现场竞价时间为2022年10月27日10时30分。
竞买申请人请于2022年10月26日16时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缴纳凭证（经核准竞买保证金到账后）及挂牌文件规定的报名
资料到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大邑分公司窗口办理报名手续，领取应价牌并报价。竞买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2年10月26日16时。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文件。公告内容以挂牌文件中附录的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文件为准。
联系地址：成都市大邑县邑新大道183号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大邑分公司
咨询电话：黄老师：028-61249500 网站地址：http://www.cdaee.com

大集挂告大集挂告﹝﹝20222022﹞﹞0606号号
受土地权利人委托,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将挂牌流转一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如下：

一一、、挂牌宗地基本情况及主要规划指标：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
20222022年年99月月2323日日

遗失公告

●成都梦奇缘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 :
91510108MA6B7DNR9D）
不 慎 遗 失 法 人 印 章（号 ：
5101085345221）特此登报声
明作废。

●沙湾区踏水镇金龟子
幼儿园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5111110007567）遗 失 作
废，特此登报声明。

公 告

天奥电子产业园相关人员：
我（单位）在金牛区盛业

路 66 号修建的天奥电子产
业园项目已建设竣工，现已
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
示内容张贴于公司大门处，
公示时间为2022年9月23日
至2022年9月30日。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廖桂华
记者 李国富 文/图）眼下正是晚秋
生产的关键时期。近日，在西充县凤
鸣镇双龙桥村秋洋芋种植基地，农
机铁臂挥舞，50 余名农户在农业技
术专家的指导下开沟、施肥、下种、
盖土、浇水……一片忙碌景象。

“我们从 9月初开始翻地，备耕
晚秋生产，这几天温度合适，土壤不
干不湿，正适合下种。”该村村支部
书记何鹏飞告诉记者，每天还有农
业技术人员到现场开展秋洋芋种植
技术培训，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种植，
减少了农民的后顾之忧。

据了解，今年西充遇到了罕见
的高温干旱天气，为切实保障粮食
生产安全，该县以种植秋洋芋为主，
因地制宜大抓晚秋生产，确保实现
全年增产增收目标。

“双龙桥村秋洋芋种植基地是
县上打造的示范点，种植面积300余
亩，采取村集体统一种植、统一管护

的模式进行种植，预计可收获秋洋
芋 500吨。”据西充县农业农村局种
植业管理股副股长张海平介绍，接

下来将在全县23个乡镇（街道）种植
秋洋芋 2.6万亩，预计可收获秋洋芋
4万吨，确保粮食增产目标。

峨眉雪芽飘雪
获2022全国茉莉花茶十大创新品牌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国内首次以茉莉花（茶）为主
题的2022年全国茉莉花茶产销形势分析会暨茉莉花茶“三
茶”统筹发展峰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大会为 2022年茉莉
花茶十大经典品牌、2022年茉莉花茶十大创新品牌颁奖。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峨眉雪芽茶业分公司生产的峨眉
雪芽飘雪，荣获2022年中国茉莉花茶十大创新品牌称号。

据了解，峨眉雪芽飘雪是中国著名茶企20强、地处世界
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腹地的峨眉雪芽茶业集团生产的，
以独特的窨制工艺，让花香与茶香美妙邂逅，使茶叶吸收花
香，形成独具风味的一款高品质中国高山花茶。峨眉雪芽飘雪
茶园位于海拔1200米左右的峨眉山核心景区，茶树经过一个
冬天的育藏，在第二年的清明前夕，由茶农们小心翼翼地采摘
第一批开春嫩茶叶，经挑选、去杂等多道工序后制成飘雪的茶
坯。再辅以烈日下采摘的茉莉花，通过对茉莉花的特殊养护，
并对茉莉花进行花与茶的排列窨制。经过六窨精制后的茶，最
终成为深受大众喜爱的夏日名饮——峨眉雪芽飘雪。

（林立）

五粮液连续17年入选“亚洲品牌500强”
排名上升两位 品牌忠诚度获评满分

自贡沿滩区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审计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邓小娟 记者 陈家明 陈思燕）近
日，自贡市沿滩区审计局聚焦政策落实、资金安全、项目绩效，对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相关的专项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
以及任务完成、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穿透式”审计，摸清农村居
住环境整治“五大行动”涉及的重点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分配拨
付、地方配套投入情况，关注资金分配标准是否科学明确，分配
依据是否充分，资金拨付是否及时，有无滞拨、闲置或借统筹整
合之名截留挪用财政补助资金等问题。

关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摸清农村改厕、垃圾和污水治理、
面源污染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人居环境整治重点任务目标下
达完成、工作部署推进等情况，重点揭示工作推进缓慢、任务目
标未完成、虚报治理成效、整治工作流于形式、形成新的损失浪
费等突出问题。

关注重大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反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各项
政策的落实情况，核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
圾治理、面源污染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是否存在工作不到
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

受委托，我公司将在“中拍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以网络拍卖的
方式对以下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1、整体资产：四川剑兴锂电池有限公司破产资产，参考价：15580.72万元，竞买
保证金：5000万元；

2、锂电池电芯、模组，参考价：3394.40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3、锂离子电芯，参考价：59.66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4、镍钴锰酸钾和钴酸锂，参考价：38.29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
5、其他原材料、产品和周转材料等其他存货，参考价：447.06万元，竞买保证

金：150万元；
6、设备-列入在建工程的机器设备、列入固定资产的设备，参考价：11641.31万

元，竞买保证金：4000万元。
拍卖时间：标的1、2022年10月9日9:00-11:00（延时的除外），标的2-6、2022

年10月9日14:00-16:00（延时的除外）。
因标的2-6为标的1的分拆部分，若标的1整体资产有人参与竞买成交，则标

的2-6不再进行拍卖竞价，若整体资产无人竞买，则进行标的2-6拍卖竞价。
标的物【详情见“川金资评（2021）字第006号资产评估报告”】，即日起在所在

地展示（看样联系：彭女士15328129783、黄先生15082812279），凡有意竞买者请
于2022年10月8日16:00时前将保证金转入以下账户(户名：四川竞驰拍卖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工行成都盐市口支行清溪分理处，账号：440201960900
0012249以到账为准），并于拍卖前在“中拍平台”上进行实名注册、报名，联系拍卖
人审核通过后，拍卖人激活竞买账户（用户名），竞买人方取得竞买资格。

与拍卖财产有关的当事人、债权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请关注本次拍
卖并于公告期内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公司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龙街27号铂金城2号楼1609号
联系电话：13666136091 13308056133

四川竞驰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破产资产拍卖公告

受巴中农商银行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10点在巴中农商
银行5楼会议室（巴中市江北大道西段27号）对位于巴中市巴州区江南滨河路
北洋小区A幢1楼9号门市营业用房等92宗房产按现状进行整体公开拍卖，拍
卖参考价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请意向竞买人与我公司联系，索取拍
卖标的物详细资料。特别声明详见《竞买协议》。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在所在地现
场展示。咨询及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9月28日下午5点止。上述竞买
保证金转至委托人指定的下列账户：开户行：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户名：巴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号：7575 0154 6410 0030 0001；敬请
有意竞买者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持身份证件并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以银行到
账时间为准，不计利息）与我公司联系办理竞买报名手续。报名地址：巴中农商银
行5楼会议室（巴中市江北大道西段27号）。咨询热线：王老师 15982807977（微
信同号）。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3日

拍 卖 公 告

秋洋芋种植现场

西充县将种植秋洋芋2.6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