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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于2023年1月18日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挂牌出让活动，成交结果如下：

成 交 公 示
乐市自然资规划公〔2023〕2号

以上成交结果请社会各界监督，如有违规、违纪现象，请于2023年1月30日前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833）2442219 2278385
举报地址：中共乐山市纪委监委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纪检监察组

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广告 2023年1月18日

序号

2022-拍
-59号

2022-挂
-159号

地块位置

乐山高新区成贵铁路以东、车安路以南、
南新大道以北区域[GXQ(D)-12-c1号]

乐山高新区总部经济区铜河南路以南、成贵铁路以东、
车安路以北、龙口路以西区域[GXQ(D)-04-e1号]

土地面积
（㎡）

55109.34
（合82.66亩）

135992.41
（合203.99亩）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工业用地
50年

工业用地
50年

起（始）叫
价（万元）

2090

5150

成交价
(万元)

2090

5150

竞得人

乐山高新创新科技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乐山高新创新科技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紧接第1版）并叮嘱相关单位，要用
心用情热情服务老人，为老同志办
实事、解难事，做好疫情防控、医疗
服务保障，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
加舒心、幸福，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
节。

来到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乐
山支队、通江派出所，陈光浩向消防
救援人员、武警部队官兵、一线公安
民辅警表示诚挚慰问，致以新春祝
福，感谢他们在维护社会稳定、抢险
救援、民生保障、助力乐山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希
望他们继续弘扬能打硬仗、善打硬
仗的作风，忠诚履职，把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平
安祥和过节。

又讯（记者 戴余乐）1月16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淑芳率队赴沐
川县，看望慰问困难职工、专家人
才、困难群众、困难党员和先进模
范，为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
新春的祝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廖策军，秘书长杨登廷参加。

在四川森态源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赖淑芳详细询问企业的生
产经营状况，与一线困难职工代表
亲切交流，感谢他们对企业发展，沐
川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希望大家
继续发扬爱岗敬业、开拓创新的精
神，在各自岗位上再创佳绩，为企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前往沐川
县人民医院，赖淑芳看望慰问专家
人才、内一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
蕾，感谢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全力
护佑生命健康。希望她继续发扬不
畏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做好医疗
卫生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赖淑芳一行还走访看望了先进
模范、利店镇珠溪村委会副主任谭
福刚，希望他保持本色，在基层工作
岗位上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当表
率、做模范，真情实意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解难事。赖淑芳与困难
群众、困难党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
况、医疗保障情况等，鼓励他们坚定
信心，保重身体，以积极向上的心态
面对生活、克服困难，叮嘱当地相关
部门，要多关心关爱困难群众和困
难党员，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积极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切
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群众
心坎上。

又讯（记者 杨心梅）1月16日，
市政协主席黄平林率队赴沙湾区基

层一线看望慰问干部群众。
黄平林一行先后前往四川罡宸

不锈钢有限公司和嘉农镇盐溪口
村，看望慰问企业困难职工和困难
党员冯贵华，与大家亲切交流，详细
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并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黄平林说，乐山
的发展建设离不开大家的接续奋
斗，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乐观生
活，以更加积极昂扬的姿态迎接新
年新气象。他叮嘱有关部门和镇村
两级要认真落实关爱帮扶政策，用
心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具
体问题，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
福感。在慰问基层优秀人才、四川
罡宸不锈钢有限公司品管部部长罗
昭，2022年首届四川省“四有”好老
师、沙湾小学党总支书记徐育刚，沫
若中学高级教师罗万俊和乐山市第
五届道德模范、2021年“四川好人”、
沫若中学食堂管理员魏小平时，黄
平林为大家送上鲜花，感谢他们发
挥专长、担当奉献，为推动乐山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
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
和发扬优良作风，立足自身岗位，发
挥模范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乐山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
实现新梦想。

市政协副主席袁仕伦、秘书长
廖敏参加走访慰问。

又讯（见习记者 钟础蔚 记者
宋雪）1月 12日，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郭捷一行赴井研县开展春节前
走访慰问。

“老乡们新年快乐！”来到井研
县东林镇，郭捷为红花村的脱贫户
送上油米等慰问品，向大家送上新
春祝福。来到高佳村，郭捷看望慰
问了优秀党员郭俊华，听他介绍柑
橘种植情况，鼓励他继续发展壮大
绿色生态产业，发挥好党员的带头
作用，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

前往井研县研经镇农村敬老
院，郭捷为老人们送上春节慰问品
并致以新春问候，向工作人员的辛
勤付出表示感谢。她强调，要将老
人时刻放在心上，加强日常管理、提
升医疗服务、做好疫情防控，将养老
服务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

“老人家，我们来给您拜年了！”
来到井研县研城街道新道路村困难
群众陈华宣家中，送上慰问品，郭捷
与陈华宣拉起家常，详细询问他的
身体情况。郭捷要求，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关
注，切实解决他们生活生产中的实
际困难，让大家过上欢乐祥和的新
春佳节。

致以新春问候和美好祝福

（紧接第1版）鲜明“以项目论英雄、
凭招商比本领、从落地看实绩”的导
向，继续实施招商引资“大会战”。
强化产业研究，突出特色、亮点和关
键点，更加精准招引重大项目。精
心策划重点产业招商专题活动，主
动对接、深入洽谈、积极争取，扎实
推进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协同招
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

能。
陈光浩要求，要久久为功，全面

优化营商环境。推行“一项目一方
案一专班”，强化协调服务和要素保
障，全力跑出项目签约、落地、投产

“加速度”。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凝聚开放招商合力，掀起“大抓
项目、抓大项目”新热潮，推动乐山
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奋力夺取招商引资“开门红”

（紧接第1版）热爱生活、乐于助人，
为盲人伙伴设计的“可穿戴式智能
盲杖”获国家专利总局授权；12岁的
曾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

“红领巾讲解员”身体力行传承红色
精神……新时代好少年用信念播撒
希望，如初升的太阳点亮嘉州黎明。

他们来自人民、根植人民——
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底底古村
党支部书记洛子布哈，扎根故土守
初心，将小凉山乡村旅游品牌擦得
更亮；乐山高新区五通桥基地管委
会主任钟志山，带领队伍将服务“沉
下去”，助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乐山好干部勤政务实，榜样
力量催人奋进。

有一种大爱叫奉献，有一种高
尚叫敬业。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只希望她
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领奖
台上，来自沐川县沐溪镇茨湾村的
田志容深情说。2013年起，她为村
里外出打工的贫困户照顾智力残疾
的双胞胎女儿，9年来无怨无悔，无
私的“母爱”温暖着姐妹俩，更让台
下观众动容。

犍为县公安局退休民警范贤
成，在人民调解工作岗位坚守14年，
这位群众认可的“和事佬”已调解各
类矛盾纠纷3000余件，挽救了一条
条生命，挽回了一个个家庭。站上

“乐山好人”的领奖台，他语气坚定：
“我热爱调解工作，我会一直干到干
不动为止！”

汇细流成江河、积小善成大德，
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他们的故事
传递着人间温暖、传递着时代正能
量，这些充满力量的基石，也筑起了
美丽乐山的精神大厦。

颁奖仪式在歌声中落下帷幕，
但榜样的力量仍在传递……

“观看颁奖仪式后我倍感激动
与振奋，先进榜样激励着我们砥砺
前行。”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
战）部部长钟翼告诉记者，作为高校
宣传战线的一员，将进一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大
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践行
十爱·德耀嘉州”活动，为培育时代
新人作出更多贡献。

“市中区作为乐山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理应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打头阵、挑重担。”市中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洪波表示，2023年，市
中区将进一步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市中区实践，鼓
励更多嘉州儿女用平凡故事书写

“践行十爱·德耀嘉州”的非凡人生，
在市中区大地汇聚庞大“十爱”力
量，为建设“人、城、境、业”高度融合
的现代化市中区提供强大的道德力
量和人文支持。

礼赞先进，奋斗者更加坚定；激
励来者，新征程更加出彩。榜样的
引领如微光成炬、闪耀时空，激励着
全市上下团结奋斗、攻坚克难、改革
创新，为助推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渐消退，相聚、
喜庆的春节味道在今年显得格外浓
郁。纵览今年的春节市场，需求提振、
消费升温中，让人看到了市场的融融
暖意、经营者的信心和期待、人们迎接
团圆的欢乐与温情。

年夜饭市场正升温

近来的上海豫园里，兔年花灯璀
璨，游人摩肩接踵。记者在豫园内的
一家老字号餐厅里看到了有趣的一
幕：一位顾客正在前台咨询年夜饭的
订位问题，在得知除夕当晚的堂食桌
位已经订完的时候，这位顾客转而订
下了一份餐厅推出的预制菜套餐。

这个片段正好说明了今年春节年
夜饭市场的两个现象：一是年夜饭堂
食热起来了，二是近几年春节流行起
来的年夜饭预制菜、半成品在今年依
然颇受市场欢迎。

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2023年
春节年夜饭堂食于去年11月份启动，
部分餐厅出现了包房一桌难订、仅大
堂少有余量可订的情况。随着近期疫
情影响的逐渐消退，年夜饭堂食预订
已达80%以上。记者了解到，绿波廊、
南翔馒头店、松鹤楼等老字号餐厅，除
夕当晚的年夜饭堂食桌位已早早订
完，这些餐厅纷纷根据自家的招牌菜
推出了预制菜大礼包。

“现在年夜饭堂食订位确实是不
好订了，但过年总归是想吃得好一些，
餐厅拿手的功夫菜，家里做起来并不
简单，所以想着预定好餐厅的预制菜，
除夕当天送到，这样过年能吃到正宗
的好味道，也能节省不少精力。”在线
上下单了知名餐厅预制菜套餐的卢女
士说。

抖音电商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年
夜饭预制菜提早进入了预订高峰，销
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生鲜电
商叮咚买菜联合各地知名餐厅合作推
出的“年夜饭套餐送到家”系列，一周
内已被抢订 8000 桌年夜饭预制菜。
同比去年，年夜饭相关菜品销量增长
500%。

年货里看到“团圆”与“回归”

小红书提供的数据显示，12月以
来，平台内“回家过年”“年货”相关笔
记累计阅读量接近 2.2 亿；淘宝平台
内，近一个月以来，喜庆服饰、过年礼
盒、车厘子成为多个直播间里破百万
元成交的爆款；“2023抖音好物年货
节”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期间的消费
人数是去年同时期的1.4倍……

火热的年货市场数据背后，透露
出浓浓的年味，其中有两个主题格外
突出——“异地下单”的团圆之意、“本
地年俗”的热烈回归。

今年，不少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时
隔三年再次踏上春节返乡的旅途，赵

强便是其中之一，“今年终于回老家过
年，各种礼品年货自然是不能少的，但
我没有又提又拎地上火车，而是出发
前在线上下单，到家后在家附近的自
提点去拿。”

“减负式返乡”带动了节前异地订
单的增长。美团优选的数据显示，最
近两周，平台上异地订单环比增长
10%。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北京、
上海、成都、杭州、长沙、西安等地消费
者，倾向于在大城市给老家远程下单
年货。淘宝天猫搜索数据显示，近来

“礼盒”的搜索量相比上月增长了 5
倍，对于这些礼盒，大部分消费者选择
了异地下单，提前送到老家。

今年春节各地年俗的回归，也带
动了线上线下年货市场的火热。电商
平台“兔年”相关的商品备受青睐，不
少将兔子形象与中国风元素巧妙结合
的年俗商品，销售额大增。线下，各地
年俗活动陆续在今年春节“回归”，逛
花市、观灯会、打扁担、舞狮拜年……
从闽南小城到广西壮乡，随着更多人
回乡过年，小城的年味更足了，本地年
货市场也迎来销售高峰期。

春节旅游市场在“追暖
逐雪”中渐热

多个平台近日发布的春节出游报
告显示，2023年新春旅游市场渐渐回
暖。“南下避寒，北上玩雪”打开了今年
旅游市场复苏的前奏。

某旅游平台近日发布的《2023春
节出游趋势报告》显示，自元旦以来，
平台春节旅游产品咨询和预订量一直
保持较高增幅，亲子家庭游客成为出
游主力军，占比超过一半。跨省出行
游客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六成，上海、北
京、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无锡、苏
州、南京、重庆等地居民出游热情最为
高涨。

总体来看今年春节旅游市场“追
暖逐雪”的需求趋势明显。“2022年12
月以来，平台内关键词‘旅行’‘旅游’
搜索量增长108%，搜索趋势最好的地
方分别是三亚、西双版纳、大理、厦门、
长白山等。”小红书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随着近年来冰雪运动受到追捧，长
白山、哈尔滨、长春、张家口等拥有优
质冰雪资源的地方也很受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春节出境游
订单达到了过去三年的峰值。1月8
日出入境新政策实施，飞猪数据显示，
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超 3
倍，亚洲目的地预订量占比超五成。
各航空公司也在近期纷纷宣布恢复并
加密国际和港澳台航线供给。

“近来向我们咨询境外游的人明
显多了起来，有消费者甚至开始为‘五
一’劳动节出境游准备起签证事宜。”
导游小钱表示，春节旅游市场是一个
好的开始，整体旅游市场想要完全恢
复的话还需要给人们更多的准备时
间，“我们在耐心中充满了信心。”

（新华社上海1月18日电）

春节消费市场扫描：暖意、团圆与信心
■ 新华社记者 王默玲 程思琪

1月 18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
居县下各镇路北村，村民们舞狮迎新
春。

春节临近，各地群众喜气洋洋迎
新春。

新华社发（王华斌摄）

喜气洋洋
迎新春

新华社成都1月18日电（记者 卢
宥伊）近期，四川迎来一轮强降温天
气。成都、雅安、甘孜、宜宾、泸州等多
地降雪降雨，取暖用电需求明显增
加。国网四川电力发布雨雪冰冻蓝色
预警，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安
全，提升供电服务质量，确保群众温暖
过冬。

14日以来，泥巴山、拖乌山、牛背
山、蓑衣岭等山区气温持续走低，途经
区域的19条重要输电线路不同程度覆
冰。电力运维人员对重要区段进行全
天候观冰监测，一旦覆冰过重，立即进
行融冰处置。

针对此轮强降温天气，国网四川电
力组织7300余名电力工人开展输变配

设备特巡 5400 余次，各类带电检测
1400余次，提前对148座重要变电站
制定“一站一案”保障方案，提前对变电
设备全面特巡特护；安排专门人员进驻
60余座观冰站点，采用人工现场巡视+
智能机器人、高清视频等智能巡检相结
合方式开展电力设备监测，对349条输
电线路进行冰情监测；调集700余台应
急车辆待命，提前配置应急物资储备和
抢险抢修力量准备，及时响应用电需
求，强化应急供电保障能力。

此轮寒潮天气还将持续。国网四
川电力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
整电网运行方式和检修计划，持续开
展重要线路和设备特巡检查，全面做
好寒潮、雨雪冰冻防范和应对工作。

四川多举措应对寒潮保障电力供应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张辛欣

常容轩）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18日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新能源
汽车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工信
部将加强政策供给，建立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协调机制，落实车购税、车船
税、牌照等支持政策，适时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准入试点。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05.8万
辆和68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6.9%
和93.4%，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新
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
量的25.6%。

市场规模领先的同时，产业加快
技术创新步伐，配套环境日益优化。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量产动力电池
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瓦时/公斤，截
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
521万台、换电站1973座。值得一提
的是，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
国内市场销售占比达到79.9%，同比提
升5.4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出口67.9
万辆，同比增长1.2倍。

田玉龙表示，工信部将研究明确
新能源汽车后续支持政策，深入推进
换电模式应用和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
城市试点，发挥龙头企业和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作用，加快新体系电池、车
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等技术攻关
和产业化，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发展。

我国将适时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