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11日 星期六

综合

ZONGHE

A

02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王玲

花果园：

本报讯 昨日，国家统计局贵阳

调查队对外公布了 2018年上半年贵

阳市城乡居民收入统计。 从增速上

看， 贵阳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绝对值居全省首

位。 从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来看，工资

性、经营性等收入全面增长，工资性

收入仍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动力。

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贵阳市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77 元，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7314元，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9.0%、9.8%， 增速较上年同期

增加了 1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

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对比来

看，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城

镇居民收入增速， 农村收入增速较

城镇收入增速高 0.8 个百分点。 同

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城乡收入比由去年同期的 2.50：1

缩小为 2.49：1。

值得一提的是，从收入增速看，

上半年贵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从绝对值

来看， 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

平均水平差距为 1593 元，较上年同

期差距 1646 元减少 53 元， 农村居

民收入略高全国 172 元， 较上年同

期差距 99元增加 73 元； 城乡常住

居民收入绝对额分别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 2301 元和 3167 元， 在全省九

个地州市均居第一位。

统计显示， 从城乡居民收入构

成来看，工资性、经营性等收入全面

增长。其中，工资性收入仍是城乡居

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占据半壁

江山。但整体呈现稳步增长，增速放

缓的情况。

上半年， 城镇常住居民工资性

收入 11560 元，增速 13.1%，较上年

同期高 5.1 个百分点， 对可支配收

入的贡献率为 89%， 占城镇可支配

收入比重为 63.6%。 经营净收入

2220 元， 占比 12.2%； 财产净收入

2024 元， 占比 11.1%； 转移净收入

2373 元，占比 13.1%。 从数据看来，

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工

资收入结构趋于合理。

此外， 由于国家对于农村的政

策倾斜，鼓励返乡农民自主创业、提

高“农保”养老金以及农村“低保”

标准， 农村常住居民财产和转移净

收入增长较快。 2018年上半年农村

常住居民财产和转移净收入分别为

199 元、452 元，增速分别为 14.4%、

17.9%%。 工资性收入 4445元，占比

60.8%， 经营净收入 2218 元， 占比

30.3%。

（陈迅 本报记者 陈玲）

贵阳城乡居民收入全面上涨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77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314元

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公布今年上半年统计数据———

本报讯 “方便、便宜、菜的品种

更多。 ” 昨日，家住花果园 C区的罗

先生笑着对记者说， 自从合力惠民

生鲜超市在花果园开张以来， 不仅

买菜方便了，菜价也更便宜了。

近两年， 贵阳市南明区商务局

会同花果园社区服务中心对花果园

片区进行了摸排， 并积极与宏立城

集团对接， 掌握了花果园片区买菜

难区域分布情况，制定了《贵阳市花

果园片区综合整治责任分解表

（“买菜难”问题）》，加快建设惠民

生鲜超市进程。

“目前，南明区花果园区域内已

建成开业、 经营面积 500 平方米以

上各大中型生鲜超市、 农贸市场共

17家，正在装修 3家，共计 20家。国

务院第四次大督查结束后拟新增 10

家生鲜超市， 目前建成开业 7 家，3

家正在装修，今年 10 月前可全面完

成。” 南明区商务局副局长顾少华告

诉记者，在解决“买菜难” 同时，商

务局正在进一步解决 “买菜贵” 问

题，并结合《花果园片区六大民生提

升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了接下来的

具体举措。

一是对能够纳入惠民生鲜超市

体系的超市， 进行升级改造纳入惠

民生鲜超市体系， 进一步降低花果

园区域菜价。 二是加强与企业的沟

通协调， 强化小区买菜难盲点区域

生鲜小店建设。 三是强化对花果园

区域惠民生鲜超市价格监管， 有效

降低其销售的生鲜农产品价格。

（本报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昨日，以“保护大熊猫，

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熊猫讲堂”

在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大熊猫馆正

式开讲，活动将持续到 8月 12日。

此次科普活动由贵州森林野生

动物园、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成都大熊猫保护研究会和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 旨在

普及保护大熊猫等珍稀动物常识，

引导广大游客文明参观动物园。 活

动设“有奖问答、骨骼竞猜、现场提

问、小朋友大熊猫画展” 等内容。

熊猫馆草地上， 一对大熊猫孪

生姐妹花———和琪、 和美， 翻滚腾

挪，玩得正欢。 它们是 2105 年 9 月

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引进

的，是动物园的“镇园之宝” 。

“大熊猫生下来竟然是粉红色

的，体重只有 80 至 200 克，长大后

有 6根手指！ ”讲堂现场，很多小朋

友和游客啧啧称奇。 他们还问了很

多问题：“大熊猫看上去挺脏的，怎

么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白？ ” 、“大

熊猫除了吃竹子， 还吃别的东西

吗？” 、“为什么大熊猫总在睡觉？”

……很多游客特别是小朋友们，提

出一系列问题， 工作人员一一给予

解答。

工作人员还拿着大熊猫不同年

龄段的照片让游客猜年龄、 根据骨

骼模型竞猜是什么动物的骨骼、问

画片上的国家级保护动物是什么等

问题，猜对者奖励科普读本。

除了普及大熊猫知识，工作人

员还通过图片直观讲授国家级保护

动物如豺、雪豹、羚牛、金丝猴、红腹

锦鸡、亚洲金猫等的情况，讲解为什

么很多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的

原因，引导大家保护生态环境、爱护

野生动物， 共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的良好环境。

贵州野生动物园负责人介绍，8

月 12日是和琪、 和美 7 岁的生日，

工作人员计划当天给姐妹俩打造一

个惬意开心的生日 party。

（本报记者 曾秦 文 /图）

昨日， 水东社区服务中心开展

2018 年暑假少年儿童“走进贵州省

博物馆·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活动，

60 名孩子在家长、社区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贵州省博物

馆，了解贵州历史文化。

水东社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次活动旨在丰富孩子课余

生活，增长孩子见识，让孩子与父母

大手牵小手， 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

使者。 本报记者 李慧超

10家惠民生鲜超市

已建成开业7家

60名孩子

省博物馆探秘

水东社区：

“熊猫讲堂” 在贵州森林野生动物园开讲

去听听大熊猫的那些小秘密

生下来是粉红色的，长大后有 6根手指……

熊猫姐妹和琪、和美正玩耍

讲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