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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川区
举行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本报讯 2月 11日，通川区 2018年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在达城中心广场
举行，80多家企业提供 1000余个工作岗
位，现场人头攒动，场面火爆。
“有好机会当然愿意留在家乡、造福
家乡。招聘会有这么多好工作可以选择，
大家都很开心！”求职者丁勇一早就来到
现场，向多家公司了解招聘需求和待遇等
情况，对找到新工作、开启新生活充满信

心。
据悉，2017年，通川区就业创业工作
走在全市前列，开创了保障有力、就业稳
定的可喜局面。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4998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140人，
帮助 46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
1%以内，就业扶贫
工作成效明显。
（罗宁 摄影报道）

招聘会现场

春节期间
我市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
本 报 讯 2月 13日 ，记
者从市气象局获悉，春节前
期（2月 14日至 16日），我市
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春节
中后期（2月 17日至 21日）受
冷空气影响，多阴雨天气，日
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 5℃左
右，冷空气影响时有 3～4级
偏北风。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4日阴天间多云，中南
部 4℃ 至 11℃ ，北 部 3℃ 至
12℃；
15日阴天，部分地方有
零 星 小 雨 ，中 南 部 7℃ 至
10℃，北部 5℃至 10℃；

新建的“星级公厕”

莲花湖湿地公园
新添2座“星级公厕”
本报讯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由市环
卫处负责修建的通川区西外莲花湖湿地公园
2、3号公厕，在 2月 12日正式免费开放投入使
用。
据悉，两座公厕于 2017年 11月底开始修
建，2018年 1月底建成。两座公厕各占地面积
80平方米，严格按照“星级公厕”标准修建，还
分别在男女厕特别设置了一个简易便捷的婴儿
护理台，非常人性化。
（李开忠 本报记者 廖晓梅 摄影报道）

引导市民安全过街

执法人员进行市场检查

市环卫处慰问社区贫困党员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市环卫处总支部委员会联合通川区东
城街道办事处张家湾社区党组织共同
开展
“党员活动日”暨
“双报到”活动。
活动中，党员们慰问了社区贫困
党员、贫困家庭，为他们送去了大
米、清油等慰问品，并向他们致以节

16日多云间晴，中南部
5℃至 17℃，
北部 3℃至 17℃；
17日多云转阴，有阵雨，
中南部 8℃至 13℃，北部 5℃
至 11℃；
18日间断小雨或零星小
雨，中南部 8℃至 10℃，北部
4℃至 8℃；
19日间断小雨或零星小
雨 ，中 南 部 7℃ 至 9℃ ，北 部
3℃至 7℃；
20日间断小雨，中南部
6℃至 8℃，北部 2℃至 6℃；
21日小雨转阴，中南部
5℃至 8℃，北部 2℃至 6℃。
（于竹娟 本报记者 孟静）

春节将至
检查食品药品安全

警民携手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
朝阳街道办事处团包梁社
区与达州市交警支队机关
支 部 党 员 一 起 开 展“ 双 报
到 ”暨“ 文 明 劝 导、卫 生 清
扫”迎新春义务活动。通过
警民联手开展文明交通劝
导和卫生清理，让社区的交
通秩序更井然有序，社区环
境面貌焕然一新。
在“双报到”的简短座
谈会后，交警与社区干部一
起走上街头，在朝阳西路团
包梁社区斑马线处，引导车
辆，劝导市民文明、安全过
街和参加社区环境卫生清
扫活动。通过警民携手，社
区交通安全和环境面貌都
大为改观，为即将到来的新
春佳节构建了温馨融洽的
警民关系，营造了和谐美丽
的社区大家庭浓厚氛围。
（李 文 平 王 琼
邱一彪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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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问候。每到一处，党员们都详细
了解贫困党员的生活状况，并鼓励他
们积极面对生活，同时表示今后要经
常到社区开展“党员双报到”活动，
加强与社区居民的联系，为社区多办
一些实事好事。
（张恩绮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本 报 讯 春 节 将 至 ，近
日，达川区三里坪食品药品
监管所组织执法人员在辖区
内开展了食品药品安全检查
工作。
结合节日期间食品
药品消费特点和群众反
映的热点问题，此次专
项检查突出重点品种、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加
强市场巡查。截至目

启
事

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65人次，
检查食品小作坊 12家、食品
及餐饮经营户 32家、药店 14
家。
（陈文 刘萧霜）
本人与万源市国有土地房
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签订了房
屋征收安置补偿合同万站改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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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字）第 8
9
0号，因合同原
件丢失，
现登报声明。
李伦花 罗杰
2018年 2月 13日

服务业发展“亮眼”增速全省第二

达州商务助力我市经济发展
等一批新项目已开工建设，中环再生
资源市场、亚鑫建材市场、渠县汽车城
等项目即将开工建设，为商贸流通持
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 下一步将继
续推进乡镇农贸市场改造建设，新建
和改造乡镇农贸市场 20个，为促进农
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条件。”
邓一明表示。

【商品流通】
三圣宫美食街

2017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703.
69亿元，增速为 10.
5%，居全省第
2位，占 GDP总量达 44.
4%;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3：2：1；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60.
4亿元，同比
增长 13%，居全省第 4位；
外贸进出口完成 4.
67亿元，实际
到 位 外 资 完 成 6.
5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
6%……
这一个个靓丽的数据背后，是达
州商务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勇前
行的脚步。据达州市商务局局长邓一
明介绍，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达州市商务系统强化责任
勇担当，敢闯敢试当示范，努力实现了
商务经济新跨越。

【现代服务业】
2017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实现
703.
69亿元，增速为 10.
5%，居全省第
2位，超省政府目标（9%）1.
5个百分点、
市政府目标（10%）0.
5个百分点，三次
产业结构已经由“二三一”调整为“三
二一”，无论从增速和产业结构都取得
了历史性突破。
服务业投资完成 1225.
71亿元，同
比增长 2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达 71%。实现税收 68.
43亿元，
占总税收 57.
1%。
“在继续抓好达川杨柳商贸服务

集聚区、通川复兴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等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的基础上，
狠抓秦巴物流园区、马踏洞金融集聚
区、西南职教园区等十个百亿级服务
业集聚区建设。加大对服务业规上企
业 的 培 育 ，抓 好 服 务 业 统 计 基 础 工
作。”邓一明说，2017年，全市规上服务
业企业数达 230户，同比净增 109户，
覆盖 22个行业大类，行业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企业数在 10户以下的行业由
6个行业缩小到 3个行业，软件信息技
术服务业实现零突破。

2017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实现 860.
4亿元，同比增长 13.
0%，高
出全省平均增幅 1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4位。其中按销售所在地分：城镇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557.
8亿元，同比
增长 12.
5%；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 302.
6亿元，同比增长 13.
8%；按行
业分：批发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
现 58.
3亿元，同比增长 13.
2%；零售业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710.
9亿元，
同比增长 12.
7%；住宿业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实现 8.
2亿元，同比增长 15.
2%；
餐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83亿
元，同比增长 14.
7%。

2017年，达州市商务局先后组织
15724家企业参加了“惠民购物全川
行”、
“ 川货全国行”活动，开展促销活
动 503次，展销活动 50多次，实现交易
额 222.
4亿元。精心筹办中国 达州第
七届秦巴地区商品交易会，实现交易
额 27.
76亿元（现场成交额 5.
36亿元，
合同成交额 22.
4亿元）。开展了首届地
标餐饮评选工作，评选出地标餐饮企
业 6家，地标餐饮培育企业 10家，地标
菜品 30个，大力弘扬达州美食文化，打
造品牌餐饮企业和特色菜品，推动餐
饮业转型发展。2017年元旦春节、五
一、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分别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1.
24亿元、4.
2亿元、
17.
95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
6%、
14.
8%、13.
6%。

【电子商务】
2017年，全市电子商务销售额实
现 93.
99亿元，增长 31.
47%，其中网络
零 售 销 售 额 为 18.
83亿 元 ，增 长
42.
22%。渠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建设项目已建成了县、乡、村三级服务

体系和物流体系。宣汉县、万源市、达
川区等国家（省）级示范县项目建设正
在进行提升完善和加快建设。
2017年 4月，通川区、大竹县被省
商务厅确定为电子商务脱贫奔康示范
县，渠县被省商务厅确定为商贸流通
脱贫奔康示范县；7月，大竹县被国家
商务部确定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按照“产业集聚、融合发展、典型示
范、全面推进”的思路，细化责任，强化
措施，全力推进电子商务产业持续较
快发展。10月，天祺网络、亿城购、梓昊
网科被省商务厅确定为电子商务示范
企业，
“e城购微分销平台”被省商务厅
确定为电子商务重点项目。
把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有机结
合，积极推进农特产品线上销售，培育
和发展了农村特色农产品销售网店近
千家，不仅带动了数万贫困群众实现
就地就业、脱贫奔康，也提高了我市农
特产品知名度和网销规模。

【对外开放】

4.
67亿元，完成省、市政府目标（3.
3亿
元）的 141.
5%；实际到位外资完成 6.
5
亿元，完成省、市政府目标（5.
44亿元）
的 119.
57%，同比增长 19.
6%。
依托“1+7”工业园区，该局狠
抓出口基地建设和主体队伍培育，经
开区、大竹县和宣汉县三大外向型产
业园区正加快建设。2017年全市有
27家企业获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
为防范企业出口风险，该局通过
比选与中信保四川分公司为全市中小
微企业搭建起信保服务平台，目前正
与成都海关衔接将南充海关办事处的
QP端（业务录入端）延伸到达州，以方
便进出口企业网上输入。
2017年，该局先后组织了 86家企
业参加“华交会”、春季“广交会”、
“渝洽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
口商品展，获得进出口订单 600多万
美元。
□文/
图 何韬 罗天志 刘河林

2017年 ，全 市 外 贸 进 出 口 完 成

【商贸项目】
2017年，全市商贸重点项目实现
投资 67亿元，项目新开工 8个，竣工 10
个。渠县长德、宣汉亿联、万源古关东
等 6个商贸集聚区全面建成，复兴农产
品批发市场、大竹商贸园区正快速推
进。杨柳商贸园区全年实现交易额 120
亿元，同比增长 16.
7%。
据了解，目前，罗浮广场、升华广场
（一期）、红星国际广场（一期）已开业营
运，仁和商业街广场、泰诚 十里水街等
项目正快速建设，
中青国际（二期）、
五金
机电市场（二期）、福森建材市场等专业
市场已建成营运，
这些项目的实施，
提升
了达州商业形象，
改善了消费环境。
此外，渠县川东农产品批发市场、
开江鸿达家居广场、大竹东湖商业街

中心广场

凤凰大酒店

达州市商务局恭祝全市人民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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