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

象资料分析， 全省大部分地区本周以

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

具体预报为:14 日， 全省各地晴

到多云， 气温继续回升；15 日 （除

夕）， 省的西部及西南部地区晴到多

云，中东部地区阴天有小雨；16 日（春

节）， 省的东部阴天间多云有零星小

雨,其余地区晴到多云；17 日白天，全

省各地晴到多云；17 日夜间到 18 日，

除省的西部和西南部晴到多云外，省

内其余地区自东北向西南先后多云转

阴有小雨，气温下降。

据市气象台预计， 贵阳市除周日

由多云转小雨外， 其余时间基本都见

不着雨，气温逐渐攀升，预计周五、周

六时的最高气温可达 20℃。 具体预报

为：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多云转阴

天， 气温 3℃–10℃;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阴天间短时多云，气温 7℃–

19℃。

（杨春竹 本报记者 张晨）

我省大部分地区

本周多云为主

本报讯 昨日， 国家统计局贵

阳调查队发布了 2017 年贵阳市城

乡居民收入统计，统计显示 2017年

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城乡

居民收入水平再上新台阶，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首破 3万元大关。

数据显示，贵阳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继 2012 年突破 2 万

元大关后，2017 年再创新高，达

32186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2684

元，增长 9.1%，增速较上年加快 0.8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14264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297 元，增长 10%，增速较上年加

快 1.2个百分点。

2017 年贵阳市城乡居民四

大项收入呈现全面增长态势，尤

其经营性收入增速较快，呈两位

数增长。 2017 年贵阳市城镇居民

工 资 性 收 入 19135 元 ， 增 长

8.1% ， 农 村 居 民 工 资 性 收 入

8381 元，增长 10.0%。 城镇居民

经营净收入 2886 元， 财产净收

入 2951 元，转移净收入 7214 元，

与上年相比较分别增长 15.0%、

8.5%、9.7%；农村居民经营净收

入 4650 元，财产净收入 378 元，

转移净收入 856 元， 分别增长

10.8%、9.8%、5.6%。

从增速来看，2017 年贵阳市城

乡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全国、全省

平均水平， 其中城镇增速为 9.1%，

比全国平均水平 8.3%高 0.8 个百分

点、 比全省平均水平 8.7%高 0.4 个

百分点；农村增速 10.0%，比全国平

均水平 8.6%高 1.4个百分点， 比全

省平均水平 9.6%高 0.4个百分点。

从收入水平来看，2017 年贵阳

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

差距较大， 比全国 36396元低 4210

元。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

均水平 13432元高 832 元。 与全省

平均水平相比， 城镇高 3106 元，农

村高 5395元，两项收入绝对额在全

省均居首位。

2017年， 随着贵阳市深入开

展脱贫攻坚春季攻势等大扶贫

战略，推动低收入家庭增收成效

显现。 调查数据显示，2017 年贵

阳市农村低收入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5210 元 ， 比 2016 年

4697 元增加了 513 元，同比增长

10.9% ， 增速较上年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比全市农村居民平均

水平 10%高 0.9 个百分点。 2017

年贵阳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

度继续高于城镇， 农村增速为

10%， 比城镇增速 9.1%高 0.9 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

同期 2.28：1 缩小到 2.26：1。

（杨露燕 本报记者 欧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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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总奖金池 500 万元的

2018数博会人工智能全球大赛现已正

式启动。 即日起人们可在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www.chinaopen.ai）正式

报名， 关注数博会微信公众号 BigDa-

ta-expo也可参与报名。

2 月 10 日，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

融合创新·人工智能全球大赛启动报

名，参赛者可通过大赛官网注册报名，

并提交参赛方案。

参赛作品需为通过图像、语音、自

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应用

在生活、工业等领域的产品和项目。 具

体参赛要求及范围请登录大赛官网

www.chinaopen.ai查看。

大赛在全球设置六大分赛区，分

别为北京、 美国硅谷、 以色列特拉维

夫、上海、深圳、杭州。半决赛和总决赛

将于 2018年 5月下旬在贵阳举行。

初赛阶段， 从六大分赛区的参赛

团队中选出 20 至 24 支优胜团队，每

个分赛区选前三名， 特别优秀的考虑

到第四名。 在全部初赛结束后 5 个工

作日内， 依据分赛区晋级团队项目的

质量、应用分布领域和专长，甄选同等

级别或者业界认可的优秀人工智能应

用项目团队， 经过大赛组委会综合评

审后， 增加不多于 6 个团队持外卡参

与半决赛。 在贵阳举行的半决赛及总

决赛中，评选出最终获奖团队。

此次大赛总奖金池为 500 万元。

获奖团队可在 2018 数博会期间亮相

并展示成果，可参与数博会论坛，数博

会官网、 会刊还将进行项目推荐。 另

外， 获奖团队落地贵阳还将有机会获

得包括产业政策支持、 创投基金等项

目落地与投资机会。

此次大赛将搭建国际化人工智能

交流平台，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 50

多位专家及 100 多名投资人， 预计吸

引国内外千余创新队伍参赛， 惠及万

余创新开发者，落实优质创新项目，激

励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经济社会

发展， 推动大数据融合创新生态圈建

设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突破。

（本报记者 杨皓钧）

17家问题餐馆被责令整改

本报讯 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连日来开展了餐饮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活动，在行动中，17 家餐饮

单位因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被责令

整改。

此次整治范围涉及辖区内群

体性聚餐场所和承办年夜饭的各

大餐馆酒店。重点检查年夜饭供餐

单位原料采购、 生冷菜品制作、餐

饮具洗消、食品添加剂使用和留样

等环节，督促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杜绝过期食品、变质

食品，严禁制作生食畜禽血和生食

畜禽肉。

同时，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还对承办年夜饭的餐饮单位进行

备案指导，向各餐饮服务单位下达

年夜饭监督意见书，并签订食品安

全责任书；对年夜饭承接单位进行

专项抽样检验，对鸡肉、猪肉、水产

品、面点等老百姓餐桌上常出现的

重点食品进行抽样检测。

截至目前，该局共备案年夜饭

单位 108 家，备案年夜饭 1735 桌，

总备案就餐人数约 15000 人；抽检

年夜饭单位 6 家， 抽检各类食品

样品 20 个； 检查餐饮单位 262 户

次，17 户餐饮单位因存在食物生

熟未分开、混放的情况；后厨忙乱

导致卫生不规范、凌乱；凉菜间有

未按规定戴口罩操作等问题被责

令整改。

（本报记者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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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潘文齐于 2018 年 2

月 12日晨 6时 10 分仙逝，享

年 91 岁。 遵老人生前嘱，丧

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 定

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时， 在景云山殡仪馆三秀厅

向遗体告别。

子：韩力争 媳：邹海燕

女：韩力先

孙：韩巍 孙媳：何青

泣告

2018 年 2 月 12 日

2017年城乡居民收入迈上了新

台阶，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城乡

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呢？ 首先是经

济持续平稳向好发展， 就业稳定。

2017年， 贵阳市紧紧围绕三大战略

行动，经济快速发展，全市生产总值

达 3537.96亿元，同比增长 11.3%。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82万人， 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 23.19万人，同比增长

2.2%， 为全年城乡居民增收提供了

支撑。 其次是随着贵阳市最低工资

标准、基本养老金调整、以及年度稳

岗补贴等的发放， 各项惠民利民政

策，助推居民收入增长。 同时，随着

贵阳市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做实做优产业推动扶贫攻坚，

基本实现 100个低收入困难村产业

扶贫全覆盖，促进了扶贫增收。

另外，更重要的是，随着贵阳市

城乡“三变” 改革的推进，“三变”

成效初显。 2017 年贵阳市共有 466

个村通过“三变” 改革实现农民变

股东 9.22万人，带动 1.67 万农村低

收入困难群众稳定增收， 人均通过

“三变”改革增收约 1000元。

随着城市“三变”改革的推进，

云岩区盐务街和六广门棚改项目、

白云区“梵华共享”项目、花溪区险

峰苑地块棚改项目等 25 个试点项

目推动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 2017

年贵阳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8.5%、9.8%。

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专家建言：

促就业、增保障、保增收。

对于如何促进居民增收， 进一

步提升居民生活。 国家统计局贵阳

调查队也给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是

积极促进创业就业，优化收入结构。

包括建全就业服务体系， 搭建就业

培训平台，做好金融创新、持续推进

“三变”改革步伐，多举措增加居民

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 第二是

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

系，建立健全收入增长机制。特别是

对低收入、失业、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和困难人群加大救助力度， 保障其

基本生活和收入的实际增长。最后，

要多方位促进农民增收， 探索实施

“开发式” 、“造血式” 扶贫开发新

模式， 大力开发具有发展潜力的产

业项目， 帮助农村贫困人群脱贫致

富。 杨露燕 本报记者 欧鲁男

■相关链接

“三变” 助力城乡居民增收

2018数博会人工智能全

球大赛启动报名

500万奖金

等你来拿

南明区开展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近日， 贵阳市农委

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进行

部署，按照计划，贵阳市今年要

完成 57.9 万亩特色高效作物

结构调整。

根据贵阳市印发的 《贵阳市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行动计划

（2018-2019 年 ）》，2018 年 至

2019 年， 贵阳市计划实施 140 万

亩特色高效作物结构调整。 2018

年， 贵阳市共计划完成结构调整

57.9 万亩，包括 25 度以下耕地调

整 46.15 万亩、25 度以上坡耕地

计划退耕还林 6.93 万亩、 疏林地

改造种植茶叶 2.83 万亩、 灌木林

地改造种植茶叶 2 万亩； 经过调

整， 计划种植茶叶 27.03 万亩、果

树 27.13 万亩、 木本中药材 2.23

万亩、绿化苗木 1.51万亩。

市农委要求，各区（市、县）要

加强统筹协调，加强技术培训和田

间管护，有关部门要加大工作培训

力度和加强田间技术的指导；要强

化主体培育，大力引进企业、培育

合作社，带动农民脱贫增收；要强

化统计调度，注意统计数据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真实性。

（刘健）

近日召开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向全省干部群众发出动员令：“来一场

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 ”

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

业革命， 是贵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三农”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当前，

贵州、 贵阳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三农” 发展站在了新起

点、开启了新征程。振兴农村经济的

深刻的产业革命号角已经吹响，全

市上下正齐心协力， 奋力开创新时

代“三农”工作新局面。 今天起，本

报开设“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

刻产业革命” 栏目，大力宣传我市

“农村产业革命” 的创新做法、工作

亮点、经验成效和先进典型。

来一场振兴

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

精准扶贫

加速农村收入增长

2017年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

城镇

居民

农村

居民

可支配收入

达 14264元

10%

较上年加快

1.2个百分点

收入

可支配收入

达 32186 元

增长

9.1%

增速

较上年加快

0.8个百分点

■开篇语

特色高效作物结构调整 贵阳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