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昕锋
丁伟）7月23日，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乐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0 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在乐
山市犍为县世界茉莉博览园开
幕。文旅节系列活动将从7月持
续到今年12月。

2020 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
的正式启动，标志着2020年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第六届
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
第七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
等全省重点文旅活动全面有序展

开，文化旅游业恢复发展进入新
的阶段。

本次文旅节以“新业态、新模
式、新消费”为主题。其间，乐山
将举办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
化旅游系列活动，围绕文化、美
食、运动、研学、节令等多种主
题，向游客和市民集中推出全新
打造的文旅新产品，用心包装的
旅游新线路，精心设计的文旅新
活动。

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战略机遇，参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乐山、资阳、大足三地将整
合乐山大佛、夹江千佛岩、安岳石
刻和大足石刻等石刻艺术资源，联
合打造精品文化旅游线路产品。

在开幕式上，2020 中国四川
（云端）大熊猫文化旅游周也正式
启动，相关负责人发布了4条大熊
猫栖息地之旅线路：

1.川西熊猫老家秘境行：
成都-邓池沟-蜂桶寨自然博

物馆-神木垒-达瓦更扎-夹金
山-四姑娘山-卧龙自然保护区-
汶川-成都；

2.川北熊猫公园世遗行：
成都-三星堆博物馆-剑门

关-唐家河-王朗-九寨沟-黄龙-
松州古城-茂县古羌城-成都；

3.明星胖哒（PANDA）探馆行：
成都-宽窄巷子-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青
城山-雅安碧峰峡-青衣江-蒙顶
山-成都；

4.胖哒（PANDA）餐桌打卡行：
成都-人民公园-锦里-眉山

三苏祠-乐山大佛-自贡燊海井-
宜宾蜀南竹海-成都。

7月23日，四川省2020年普
通高校招生各类别录取控制分数
线已划定，伴随着成绩发布，志愿
填报工作即将展开。记者从省教
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普通高校在
川招生高校比2019年增加30所；
在川招生计划比 2019 年增加
1.43万名。

招生计划
本科比去年增加6900名

2020 年全省报名参加普通
高考考生中，除去高职单招已录
取考生，今年参加普通高考全国

统考的考生为 52.63 万人，与去
2019年基本持平。

2020 年普通高校在川招生
高校比2019年增加30所；在川招
生计划（含普通类文科、普通类理
科、一类模式、艺术体育类、对口招
生类及高职单招等计划，下同）比
2019年增加1.43万名（其中本科
计划比2019年增加0.69万名，专
科计划比2019年增加0.74万名）。

分数段
理科690分及以上169人

7 月 23 日晚，省教育考试院
公布了四川省 2020 年普通高考

成绩分段统计表。
据统计，2020 年四川省普通

高考文科平均总成绩较 2019 年
降低10.97分，理科平均总成绩较
2019年降低10.05分。

文科 630 分及以上人数为
150（2019 同分段人数为 403），
600 分及以上人数为 1294（2019
同分段人数为2228），550分及以
上人数为9370（2019同分段人数
为13607）。

理科 690 分及以上人数为
169（2019 同分段人数为 642），
650 分及以上人数为 4990（2019
同分段人数为8613），600分及以

上累计人数为 26236（2019 同分
段人数为33701）。

填志愿
本科志愿填报

7月29日12点截止
按照今年四川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工作进程，本科提前批志
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5日17：00，
其余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 7
月 29 日 12：00，专科志愿填报截
止时间为 8 月 5 日 12：00。对口
招生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9
日12：0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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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3日，成都市统计局发
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
年成都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298.63 亿元，同比增长 0.6%，经
济增速由负转正。

尽管增幅不算大，但在当前
形势下难能可贵。成都是如何实
现由负转正的？向好的发展态势
如何维持？

看产业
工业挑大梁一二产业实现正增长

分产业看，上半年，成都第一
产业实现增加值 214.50 亿元，同
比增长0.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
值2565.10亿元，同比增长2.0%；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5519.03 亿
元，同比下降0.2%。在上半年的
经济运行中，工业挑起大梁，农业
做贡献，服务业在追赶。

看农业。上半年，成都粮食
产量 26.3 万吨，同比增长 0.5%。
蔬菜及食用菌产量287.4万吨，增

长 2.4%。生猪产能持续恢复，生
猪存栏数较一季度增长17.9%。

看工业。上半年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2.4%，连续4个月保
持回升态势，其中6月增长5.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制造业、石油和
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等重点
行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3.3% 、
11.8%、8.4%，合计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4.0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9%，
持续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看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交通运输、批零住餐行业逐步
复苏，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降幅
较一季度收窄2.6个百分点。

看活力
内外循环持续畅通

成都市统计局公布了一组数
据，印证成都复苏的活力：今年 6
月 ，成 都 全 社 会 用 电 量 增 长
13.1%，连续 3 个月当月保持增

长。此外，6月双流机场实现旅客
吞吐量323.7万人次，自3月以来
持续保持回升态势，当月和上半
年旅客吞吐量均位列全国第一；
起降架次量2.7万架次，连续两月
居全球第一。1-6月成都国际班
列开行数增长 40.9%，其中中欧
班列增长57.7%。

成绩背后，是成都千方百计
激发需求活力，畅通内外循环的
持续努力。上半年，成都召开全
市投资促进大会、发放购物消费
券、积极拓展外贸市场建设，千方
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市场需
求、保持外贸稳定。

效果也在显现。上半年成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1%，连
续3个月保持增长，增速较一季度
提高11.3个百分点。

看动力
积蓄动能让曲线持续上扬

如何积蓄动能，让成都的经

济曲线持续上扬？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机遇，成都把成德眉资同
城化发展作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先手棋”和“一干多
支”发展战略主要抓手，持续推进
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加快东部
新区建设，推动国际化营商环境
升级，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

数据显示，上半年成德眉资
产业协作带新开工项目79个，完
成投资70亿元；成都新建各级绿
道 322.5 公 里 ，累 计 建 成 绿 道
4081.0公里；天府奥体公园、沱江
发展轴示范工程、国际合作园区
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此
外，1-5 月，成都累计新增减税
102.7亿元，惠及纳税人29.0万户
次，吸引 36.9 万本科及以上学历
人才落户，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四川日报记者程文雯

由负转正同比增长0.6%

上半年成都GDP达8298.63亿元

2020年四川高考成绩分段统计表公布

理科690分以上169人文科630分以上150人
本科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9日12：00

四川首次启动“云端”大熊猫文化旅游周

4条大熊猫栖息地之旅线路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