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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服务业发展大会召开
7 月 22 日， 全市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巴山大
剧院隆重召开。大会表彰先进、鼓舞士气、明晰路
径，擂响了达州发展现代服务业的
“战鼓”。
22 日下午 2 点，各县（市、区）、市级各部门
党政主要负责人，市级相关商（协）会主要负责
人， 受表彰的先进企业代表和先进个人代表，受
邀的服务业企业代表等， 从四面八方向会场聚
集。
“近年来，达州市服务业夯基蓄势、爬坡上
坎，实现较快发展。 2019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
实现 990.39 亿元， 居全省第 4 位、7 个区域中心
城市第 3 位、 川东北第 1 位， 较 2015 年实现翻
番，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目标，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8.5%， 撑起了全市经济半壁江山，
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力源。”会场内，服
务业专题展区集中展示了全市服务业发展的“成

绩单”，率先吸引住参会人员的目光。
会场内济济一堂，约有 400 人前来参会。 这
是继今年全市“两会”后召开的又一次“高标准、
高规格、高期待”的会议，充分体现市委、市政府
对发展服务业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大会表扬了一批促进我市服务业发展先进
单位、优秀服务业企业和商（协）会，并现场颁奖。
通川区等 8 个县（市、区）党委、政府，市发展改革
委等 21 个市直部门，达州市汽车商业协会等 10
个商（协）会、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 达州市广电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 50 家
服务业企业获得授牌表彰。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既要依靠企业自
身积极行动，还需要党委政府绘就“路线图”和
各级各部门积极配合。 新鲜出炉的《关于加快构
建“5+5”现代服务业体系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 正是市委、 市政府结合达州实
际，为我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绘就的一张“路线
图”。
何谓“
5+5”？ 就是指转型升级商业贸易、金
融服务、现代物流、科技研发和数据服务、文体旅
游五大支柱性服务业，做大做强人力资源与教育
培训、商务会展、巴渠美食、医疗康养、家庭社区
服务五大成长型服务业。 与此同时，“
5+5”重点
行业涉及的部门还要根据行业整体目标细化工
作方案，既要写好任务书、画好路线图，又要订好
时间表。
“我们深刻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对服务业高
度重视并坚定落实的态度”“会议增强了我经营
企业的信心， 也坚定了企业留在达州发展的决
心。 ”与会企业对我市未来服务业的发展信心十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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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0%！
上半年达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56.3 亿元
近日从达州市 2020 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达州市持续统筹
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经省
统计局核定，上半年，达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956.3 亿元，同比增长 1.0%。 其中：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 150.0 亿元，同比增长 1.3%；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323.6 亿元， 同比增长
3.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82.7 亿元，同比
下降 1.3%。

另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达州农业生产形
势较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53.0 亿元，增长
1.4%； 工业稳步回升，“六大” 产业集群增长
2.1%；服务业降幅收窄，实现增加值 482.7 亿
元，下降 1.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
点；固定资产较快回升，全市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6.4%；消费市场降幅收窄，全市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74.9 亿元。

达州机场增开至上海往返航班
为进一步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
继携手国航增开广州、深圳暑运加班后，达州
机场再次携手东航，增开达州 - 上海（浦东）
暑运加班。 该航班从 7 月 22 日起执行，航班
号 MU6355/6，班期为每天 1 班。 暑运加班开通
后，将把达州至上海的航班密度，从现在的每

周 5 班，提升至每周 12 班。
上海至达州 MU6355 航班，7 月 22 日至 7
月 31 日起飞时间为 17:00， 抵达达州时间为
19：55；8 月 1 日起，起飞时间为 16：55。 达州
至上海 MU6356 航班起飞时间为 20:55， 落地
时间为 23：25。

达城塔石路通车指日可待
沥青路面已铺设完毕、 交通标线已基本
划好……7 月 20 日， 塔石路沿线土地开发利
用工程项目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据悉，该项
目南起惠民小区东侧，北至达万铁路桥下，全

长 4.5 公里，宽 30 米，设计为双向 6 车道。
据了解， 塔石路沿线土地开发利用工程
对缓解莲花湖南北向交通压力， 对金龙大道
实现有效分流具有重要意义。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
下的珍贵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历
史、文化、生态、社会和科研价值。
为全面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近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四川省古树
名木保护条例》规定，认定全省一
级古树和名木 10811 株，其中我市
有一级古树 64 株。
我市各县（市、区）均有一级古
树分布， 树种有黄葛树、 樟树、银
杏、柏木、红豆树、木犀、铁坚油杉、
枫香树、马尾松、黄连木、皂荚、枣
树等。 其中万源市最多，有 52 株。
树龄最长的是大竹县庙坝镇福城
村的一株黄葛树，已有 1256 年；其
次是万源市长石乡鸡河坝村的一
株铁坚油杉，已有 1150 年。
据了解，树龄 500 年以上的树
木为一级古树， 实行一级保护；树
龄 300 年以上不满 500 年的树木
为二级古树，实行二级保护；树龄
100 年以上不满 300 年的树木为三
级古树，实行三级保护。 名木不受
树龄限制，实行一级保护。 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树木可以纳入名木
范畴：国家领袖人物、国内外著名
政治人物、历史文化名人所植的树
木；分布在名胜古迹、历史园林、宗
教场所、名人故居等，与著名历史
文化名人或者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的树木；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或者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标志性树
木；树木分类中作为模式标本来源
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树木；其他
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观赏和科学
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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