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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3年上榜
品牌价值一年增38.03亿

这是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第
13次登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榜单，也是西部唯一入选的新闻媒
体集群。在上榜的36家媒体机构
中，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凤凰卫
视位列前三。据悉，该榜单的评判
标准是基于财务数据、品牌强度和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2018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在《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
榜中位列第262位，最新品牌价值
为186.75亿元。这个品牌估值比
去年增长38.03亿元，相应地排名
也比去年上升了一位。2006年，华
西都市报首次登上《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排行榜，位列第332位，品
牌价值为16.2亿元。

坚持品牌创新
引领传媒改革新潮流

华西都市报从诞生开始就时
刻把握着时代的脉搏。进入互联
网时代，华西都市报启动了转型之
旅，构建了一个集纸质媒体、网络
媒体、社区文化传媒、城市公众服
务平台和电商平台为一体的华西
传媒集群。

2015年10月28日，由四川日
报报业集团打造、华西都市报实施
的“封面传媒”成立。面对新型传
媒格局，华西都市报提出“双品
牌”战略，充分彰显华西都市报品
牌，强势打造封面传媒，推动华西
都市报和封面传媒融合发展。

如今，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又一次站在
了时代前沿。2016年12月，封面新
闻推出机器人写作稿件；2018年5
月4日，封面传媒牵手四川文投基
金，开启亿元Pre-A轮融资……封
面新闻在坚定地朝着“AI+媒体”进
军，以“技术+内容+资本”为驱动，
打造新型“智媒体”。

17个四川品牌上榜
五粮液长虹榜上有名

在201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
牌”名单中，17个四川品牌榜上有名，
包括五粮液、长虹、郎、新希望、四川航
空等，涉及家用电器、食品饮料、文化
传媒等多个行业。

白酒依旧是四川优势品牌聚集领
域。17个四川品牌中，白酒品牌占了
7个，占比超四成，分别是五粮液（20
位）、郎（51位）、泸州老窖（96位）、舍
得（113 位）、剑南春（115 位）、沱牌
（152位）和水井坊（313位）。

看四川品牌前三甲，五粮液品牌
价值达1607.19亿元，排名第20位，较
去年提升7位，增势强劲，位列食品饮
料行业第二，四川品牌第一。长虹品
牌价值达1459.65亿元，实现跨百亿增
长，排名第21位。

新都区大丰街道
开展“四主动”工作法
让居民更有幸福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社区公共服
务空间改装后，环境更舒适了，办事也更方便
了。”6月20日，记者来到成都市新都区大丰
街道教堂社区，标准化的便民服务办事环境，
宽敞的活动空间，专业的政务服务，一切都显
得井然有序。社区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他见
证了大丰街道教堂社区的变化，感受到了政务
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

“以前教堂社区空间小，群众办事不方
便。现在，社区工作人员办公空间缩小了，群
众办事、活动空间扩宽了，目前共计500余平
方米。”教堂社区纪检员刘忠泽说，社区每天要
搜集群众意见，及时了解群众需求，主动优化
设置，提升工作实效，才能让群众满意。

刘忠泽介绍，为了让群众有获得感和幸
福感，大丰街道纪工委采取“四主动”工作模
式，将纪工委工作在基层深入推进。“四主动”
指：主动加强学习，提升服务理念；主动横向
对比，补齐工作短板；主动优化设置，提升工
作实效；主动强化监督，倒逼责任落实。

通过“四主动”工作模式的开展，今年以
来，街道纪检干部和工作人员每周一参加大
讲堂主动分享和学习，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发
现便民服务作风问题7个；街道纪工委不打
招呼式随机抽查，发现问题及时予以指出，并
当面教育提醒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改正，加强
服务意识培养。

品牌价值186.75亿排名262位

《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出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6月20日，由世界品牌实验
室（World Brand Lab）和
经理人集群共同编制发布的
201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
品牌》排行榜揭晓。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以186.75亿元
的品牌价值，排名第262位，
较上一年排名前进一位。

对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的
品牌价值的提升，世界企业家集团
首席执行官、世界品牌实验室专家
组成员丁海森表示，媒体的品牌价
值测评，除了财务指标，还要考虑媒
体的公信力和传播力。“公信力方面
华西都市报一直是全国都市报中的
佼佼者。传播力方面，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全面推进报纸、网站、
客户端的全面融合，已经取得很大
的成绩。品牌价值提升的部分，封
面新闻等新媒体功不可没。”

丁海森表示，华西都市报已经
从一个区域性都市媒体，演变为全
国性多媒体集团。未来，媒体不仅

仅是靠“广告+发行”传统模式，媒
体和实体经济将实现融合，甚至使
用品牌延伸策略，直接参与商品的
生产或销售，“我们看到了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的潜力。英国《经
济学人》杂志的主要利润不是来自
广告，而是来自咨询和数据分析。”

“我们注意到华西都市报旗下
的新媒体增长迅猛，特别是封面新
闻未来有很大的潜力。”丁海森说，
未来的媒体不仅仅提供内容，肯定
也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就是“媒
体+”。“譬如‘媒体+旅游’、‘媒体+
金融’等等。《纽约时报》就在卖酒，
生意很好，很稳定。”

世界企业家集团CEO丁海森：
品牌价值提升封面新闻功不可没

泸州纳溪区
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家门口”设群众监督站

华西都市报讯（周健 记者 曹笑）6月20
日，记者从泸州市纪委监委获悉：为织密群众
监督网，畅通信访举报渠道，纳溪区纪委监委
在全区各村（社区）群众聚居点建立群众监督
站，把监督举报搬到了群众“家门口”。

永宁街道纪委副书记魏鸿雁刚刚坐下
来，紫阳社区残疾人老李在女儿的搀扶下，就
来到了社区群众监督站。“我有两年没有拿到
残疾人护理补贴了。”老李告诉魏鸿雁。原
来，老李是视力一级残疾，每个月能领到80
元的护理补贴，但从2015年10月份开始，卡
上就没有收到这个钱。

魏鸿雁登记了资料，回去后很快查清。
原来，在2015年10月，李某银行卡遗失，到
街道办事处变更银行卡号，工作人员因工作
不认真、不仔细，误将打渔山社区同名同姓的
老李银行卡号作了变更，导致老李2015年10
月至2017年11月未得到每月80元的残疾人
护理补贴，总金额2080元。该名工作人员被
立案审查，目前该案件已移送审理。

据悉，纳溪区群众监督站接访人员为各
镇（街道）纪检干部和村（社区）廉情监督员，
固定每周三为接访日，收集群众诉求和违纪
违规问题线索。区纪委监委每周收集汇总各
群众监督站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和问题线索，
转交相关部门限期办结回复，群众测评满意
后逐一销号。截至目前，纳溪区已设立群众
监督站120余个，接访群众2500余人次，收
集并解决群众诉求64个，收集疑似违纪违规
问题线索16条。

简阳市全面推开
“互动式”警示教育课堂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祥龙 田雪皎）“刚
刚大家观看了警示教育视频，视频中这位违纪
人员违反了什么纪律？”“违反了廉洁纪律。”这
是简阳市纪委监委联合简阳市委党校举办的

“互动式”警示教育课堂的现场。观看完警示
教育视频后，简阳市纪委党纪党规辅导员正在
和学员进行热烈的交流。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动式’警示教
育课，感觉很有意思。通过观看不同的典型
案例，和大家一起讨论分析违纪人员的违纪
行为，与授课老师交流看法和感受，让我进一
步加深了对党纪党规的了解，也更加树牢了

‘底线’意识。”参加学员对“互动式”警示教育
课表示点赞。

今年以来，简阳市纪委监委依托党校教
育培训平台，在总结前期警示教育开展情况
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全市警示教育资源，开
展“互动式”警示教育。为确保教学质量，简
阳市纪委监委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互动式”警
示教育教研组，建强教学“师资库”，将具有深
刻教育意义和影响深远的典型案例，加入警
示教育课程，以案释纪。在教学结束后，学员
们会通过“清廉蓉城”微信公众号，开展纪律
指数测评，检验教学效果，真正达到“以考促
学”的目的。下一步，简阳市纪委监委和市委
党校还将联合开办党章党纪党规学习沙龙，
通过开设“流动式”警示教育课堂，让现有的
互动式警示教育课堂从党校“走出去”，让教
育对象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干部延伸。

作为四川东向出川交通要
道，成（都）南（充）高速公路
车流量一直居高不下，每逢

节假日便堵得水泄不通，为此成南高速
启动了扩能改造。

6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德阳中江
至遂宁高速计划今年开工，日前已开启
公开招标，按设计方案，它将成为成南
高速的北侧并行线（成都至遂宁段），可
有效缓解成南高速通行压力。

不仅是中江至遂宁高速，天府新区
至邛崃高速和西昌至昭通高速，也在日
前开启对外招标。

中江至遂宁高速
全长83公里预计工期三年

根据招标信息，德阳中江至遂宁高
速公路，由四川省政府批准采用BOT
方式建设，招标人为遂宁、绵阳、德阳三
市人民政府，目前正在对项目投资人进
行公开招标。

德阳中江至遂宁高速，是《四川省
高速公路网规划（2014－2030年）》规
划建设的18条联络线之一。

这条高速将连接几条出川大通道，
通过成渝环线高速（G93）和沪蓉高速
（G42）连接重庆，通过京昆高速（G5）
连接陕西、云南，通过平凉至绵阳高速
（G8513）连接甘肃；其次，向西北经成
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连接德阳、绵
阳，通过成南巴、成南（G42）高速公路
连接成都，与成都经济圈相接。

在成渝经济区内，这条高速连接区
域内德阳和遂宁两市，密切了成渝经济
区内部城市群之间的联系。

中江至德阳高速起于德阳中江玉
兴镇，采用枢纽互通式立交，与成都经
济区环线高速德阳至简阳段衔接，终点
位于遂宁大英回马，接已建成的遂宁至
回马高速终点。这条高速全长83公
里，投资估算约为89亿元，双向四车
道，设计时速100公里，建设期预计三
年，计划于2018年开工，2021年建成
通车。

划重点！中江至遂宁高速，能够通
过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和成巴高速，形
成和成南高速北侧并行的线路（成都至
遂宁段）。虽然和走成南相比，这条线
路稍有绕行，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分
流成南高速的交通量。

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
全长45公里六车道标准

天府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已步
入快速发展阶段。便捷的交通基础设

施，是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

四川省政府意见，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
公路已纳入四川省高速公路规划，目前
正在进行工可研究及勘察设计招标。

按照省交通运输厅安排，四川兴蜀
公路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
投资人产生前的项目代业主，负责组织
开展项目前期工作，包括该项目工程可
行性研究以及勘察设计招标，并对前期
工作进行管理。

日前，省交通运输厅官网公布了天
府新区至邛崃高速公路工可研究及勘
察设计招标公告。

根据公告，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公
路总体为东西走向，路线起点拟接成乐
扩容改造工程，经新津、羊安、固邑，至
邛崃市，终点拟接成都经济圈环线高速
公路，路线全长约45公里，采用六车道
高速公路技术标准。

可以预见的是，天邛高速建成后，
天府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将更加完
善，对于市民出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更多好处。

西昌至昭通高速
未来可连通香格里拉

不仅是以上两条高速，G7611都
（匀）香（格里拉）高速的组成部分——
西昌至昭通（川滇界）段高速也在日前
正式开启勘察设计招标。

都香高速公路（都匀-香格里拉）
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
中的一条国家高速公路，编号为
G7611，是G76厦蓉高速公路的一条连
接线。

这条高速主要控制点为都匀、惠
水、安顺、镇宁、六枝、六盘水、威宁、昭
通、金阳、西昌、香格里拉市。

具体到西昌至昭通（川滇界）段高
速，它起于川滇交界春江，与G7611线
云南段相交，顺着沿江高速前进约16
公里，在芦稿设枢组互通脱离沿江高
速。

这条高速全长184公里，除开共用
沿江高速路段，实际建设里程168公
里，桥隧比为73%，全线共设置互通立
交 10处，包括春江（枢纽）、芦稿（枢
纽）、昭觉（枢纽），最后在高速止点设小
庙枢纽立交，和西攀高速（G5京昆高
速）相接。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到香格里
拉，目前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尚未开
通，待正式开通后，便可以自驾一路高
速去香格里拉游玩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中江至遂宁高速计划今年开工
2021年建成通车，将缓解成南高速通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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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正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中方愿同朝方互学互鉴、团结
合作，共同开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
的未来。

金正恩表示，当前朝中像一家人一样亲
密友好、相互帮助，习近平总书记同志给予我
们亲切感人的关爱与支持。此次对中国的访
问，是进一步深化我同总书记同志的友谊和发
展朝中关系的有利契机。我将同中国同志一
道，竭尽全力把朝中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并为维
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金正恩委员
长夫人李雪主参加会见。

会见后，习近平总书记夫妇为金正恩委
员长夫妇举行午宴。

当天，金正恩参观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国
家农业科技创新园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
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陪同。

金正恩于20日结束访华离京回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惊涛朱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