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4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 孟瑜

综合ZONGHE

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

“
四上”单位 人数薪资双增长
上半年，从业人员 1976891 人；前三季度，平均工资 41384 元
本报讯 11 月 6 日， 贵州省统
计局发布上半年全省“四上” 单位
从业人员情况。 2018 年上半年贵州
省“四上” 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为 1976891 人， 比上年 同 期 增 加
17976 人。 同时，还发布了前三季度
全省“四上” 单位劳动工资情况。
前三季度，全省“四上” 全部单位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为 819.23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 人员平均
工资为 41384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283 元，增长 8.6%。
“四上企业” 是指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
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
工资方面，从登记类型单位的
平均工资看，国有单位为 54623 元、
集体单位为 33573 元、其他经济类
型单位为 40505 元，国有单位、集体
单位和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分别比

上年同期增长 9.8%、17.7%和 9.4%。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的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
64295 元，同比增加了 12567 元；平
均工资最低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为 25219 元， 同比增加
1960 元。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平均工资增长
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24.3%、16.5%、
15.9%。
受企业用工方式的改变和提
高在岗人员的工资的影响，在岗职
工、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工资稳步增
长。 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其
他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分别为
42037 元、37123 元、38335 元，在岗
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平均工资，同
比分别增加 3889 元、3508 元。
（本报记者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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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三大质量
提升专项行动

从业人员情况
随着全省产业结构的继续调
整，“四上” 企业分布出现明显变
化，全省共增加“四上” 单位 1755
个。 从非私营和私营的情况可以看
到， 私营单位数同比增加了 1604
个，占增加单位数的 91.4%，从业人
员增加 63906 人； 非私营单位数虽
然在增加， 但从业人员减少 45930
人，企业人员规模在减小。
国有、城镇集体和其他单位就
业人员期末人数分别为 132002 人、
20571 人和 1824408 人，国有、城镇
集体从业人员分别比上年同期减
少 56443 人、1032 人， 而其他单位
就业人员人数增加 75451 人。
从业人员同比增幅较大的有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
会工作、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从人员类型来看，在岗职工从
业人数在减少，劳务派遣人员从业
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在增加。 在岗
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从业人
员的期末从业人数分别为 1687993
人、149009 人、139979 人。 在岗职工
同比减少 13657 人， 劳务派遣人员
同比增加 23518 人， 其他从业人员
同比增加 8115 人。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
四大行业职工共减少 8.44 万人。

贵阳这几条路将改单行线
分别是白云区的尖山路、建设路；花溪区的学士路、霞晖路、民主路
本报讯 昨日， 贵阳市公安交
管局发布消息， 拟将白云区尖山
路、建设路调整为单行线，通过微
循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目前，市
公安交管局已初步拟定两套调整
方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据了解，尖山路、建设南路、建
设路一线分布老旧小区、 幼儿园、
临街商铺等人流密集点，该路段有
5 个进出口，形成 5 个交通冲突点，
导致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情况频发，
直接影响到白云区主干道白云南
路通行。
为此，市公安交管局为提高尖
山路、建设路及周边道路的通行效
率，缓解该区域高峰期交通拥堵及
停车难问题，初步拟定两套相关交
通组织调整方案。
方案一，将尖山路、建设路调
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尖山路准许机
动车由建设北路往白云南路方向
行驶，建设路准许机动车由白云南
路往建设北路方向行驶； 方案二，
将尖山路、建设路调整为单向通行
道路，尖山路准许机动车由白云南
路往建设北路方向行驶，建设路准
许机动车由建设北路往白云南路
方向行驶。

贵阳市公安交管局表示，目
前， 本方案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希
望广大市民在 11 月 16 日前， 通过
电 话 0851-86795930、 电 子 邮 箱
gyjjjtzzk@163.com 提出宝贵意见。
此外，昨日，贵阳市公安交管
局还发布消息， 从本月 10 日起，花
溪区学士路、霞晖路、民主路将改
为单向通行。
据了解，学士路、霞晖路、民主
路，处于花溪城区繁华路段，在周
末和节假日，人流量和车流量都达
到高峰，常造成交通严重拥堵。 另
外，霞晖路与贵筑路交叉口、贵筑
路与清溪路交叉口两路口距离过
近，交通相互干扰，也导致霞晖路
与贵筑路交叉口通行效率不高。
学士路、霞晖路、民主路（将
军路至清溪路段） 调整为单向通
行路段后，学士路将禁止机动车由
霞晖路方向往清溪路方向行驶；霞
晖路将禁止机动车由贵筑路方向
往学士路方向行驶 （即禁止由北
往南行驶）；民主路（将军路至清
溪路段） 将禁止机动车由清溪路
方向往将军山路方向行驶 （即禁
止由东往西行驶）。
（本报记者）

白云区两路段
拟改单行线示意图

产业结构调整
全镇贫困户受益

对贾跃亭提起仲裁全面反诉
务资料及相关文件，恒大委任的 FF
董事在开曼群岛大法院也对其提出
诉讼，要求法院命令贾跃亭提供 FF
所有财务资料及相关文件。
据之前相关报道， 贾跃亭声称
花完恒大 8 亿美元投资款， 又强行
赶走恒大委派的财务人员并阻止审
查， 恒大的 8 亿美金到底花在哪里
不免让人生疑。
那些被贾跃亭坑过，但苦于对
方滞留美国不归而难以有效维权

本报讯 来自贵州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的最新消息，我省将开展质量
提升专项行动，到 2020 年，实现全省
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整体提升。
根据省住建厅的安排， 我省将
重点开展三大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首先， 积极开展工程质量提升
专项行动，广泛开展“省黄果树杯
优质工程奖、 省优质主体结构工程
创优奖、省优秀勘察设计奖” 等创
建活动，逐年提升优质工程比重，全
力保障重大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管
理质量。 到 2020 年，全省房屋建筑、
市政工程等优良工程率明显提高。
其次， 积极配合开展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城乡规划严格
遵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及管
制要求。 强化环境质量改善。 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 强化城镇建筑工地扬
尘防治工作，形成年初部署、期中督
导、年末考核机制，加大执法力度。
再次， 积极配合开展政务服务
和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建
立和完善企业和群众评判 “放管
服” 改革成效的机制；深入推进优化
营商环境专项整治；深化“互联网 +
政务服务” ，规范审批行为，提高行
政效能； 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花溪区燕楼镇：

恒大健康发布公告：

11月 7 日 ， 恒 大 健 康（0708.
HK）发布公告，对贾跃亭的违约行
为提出全面反诉。 贾跃亭强行赶走
恒大委派的出纳员，并强行阻止恒
大财务人员进场进行财务审查，导
致恒大无法了解 FF 的财务状况。
按照股东协议，恒大有权进行财务
审查并向 FF 委派出纳员， 同时约
定如果出纳员七天不签字即视为
同意付款。
同时，由于贾跃亭拒绝提供财

全省住建系统

的苦主，或许可以从恒大的做法中
得到一些“启示” —前往开曼群
——
岛大法院提出诉讼，这样就能让贾
跃亭无所遁形。 尤其是那些国有
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只有通过各
种可能的渠道进行债务追讨，才能
最大程度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至于为何选择在开曼起诉，恐怕与
贾跃亭海外资产所在地在开曼群
岛有关。
日前，上海启程月明在中国国

际 经 济 贸 易 仲 裁 委 员 会（CIETAC）获得胜诉，仲裁决定贾跃亭
必须向该企业支付 1 亿美元以清
偿债务。 随后上海启程月明向美国
加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贾跃亭，要
求法院根据《纽约公约》执行该项
对贾跃亭的仲裁裁决。 这一做法或
许也能让贾跃亭的国内苦主看到
一丝希望。
（张波）

每天上午 6 点， 花溪区燕楼镇
坝楼村村民王全林都会准点出现在
燕楼镇孔雀养殖场，把 3000 羽孔雀
引导至活动场， 并逐一为它们进行
体检。 “
现在我们的孔雀供不应求，
虽然忙，但是特别开心。 ”
坝楼村共 410 户人家， 其中贫
困户有 76 户。 2016 年以前，全村主
要靠种植水稻、 玉米和蔬菜生活。
2016 年 12 月，燕楼镇孔雀养殖基地
建成， 坝楼村村委将申请的扶贫资
金作为贫困户的股份， 每年固定分
红给村里的贫困户。 截至目前，全镇
受益未脱贫国标贫困户共 60 户，每
户每年增收 1000 余元。
燕楼镇其他村子也因为精准精
细精确用力，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 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惠。 近年
来，燕楼镇因地制宜选择中药材、茶
叶作为主打产业， 及时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建设以坝楼村、旧盘村为核
心的茶叶基地，辐射带动思惹、摆古
等村；建设以思惹村、槐舟村为主的
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种植白芨、吴
茱萸等中药材 3000 亩以上。
现在，燕楼镇各村集体、合作社
通过盘活自然资源入股， 农户通过
土地入股分红，每年可获得 800 元 /
亩的保底收益。 同时，农户在基地务
工， 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还可获得
120 元 / 天的务工收益。 此外，全镇
13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未脱贫
户除获得土地保底收益和务工收入
外，通过“三变” ，还可以享受企业
的利润分成。 本报记者 谢孟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