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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5 日召开的省政

协十二届十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有

关人事事项，2人被免职。

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 免去袁

仁国同志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

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

政协委员职务。

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 免去刘

作易同志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

会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

销其政协第十二届贵州省委员会委

员资格。 （本报记者）

本报讯 5 月 5 日，记者从省统

计局获悉，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315.24 亿

元， 同比增长 4.3

%

； 利润总额

228.17 亿元，增长 13.9

%

，提高 1.9

个百分点，全省工业收入、利润增速

同步提升，经济效益稳步向好。

总的看来， 一季度贵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稳步向好，主

要呈现盈利能力增强，亏损面收窄；

去杠杆成效巩固，降成本持续推进；

重点行业贡献突出， 国有企业拉动

明显的特点。

具体看来，一季度，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9.8

%

，分别比上年同期和 1 至 2 月

提高 0.8 个、1.0 个百分点；资产利

润率为 6.3

%

，分别提高 0.5 个、1.0

个百分点； 人均年营业收入为 116

万元，分别提高 7.6、3.5 万元；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23.9

%

，比

1 至 2 月下降 1.9 个百分点。 由此

看来，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盈利能力增强，亏损面收窄。

同时，去杠杆成效巩固，降成本

持续推进。 3月末，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1.2

%

， 分别

比上年同期、1 至 2 月降低 2.1 个、

0.4 个百分点； 每百元营业收入中

的成本为 74.01 元， 比上年同期减

少 1.32元。

此外，重点行业贡献突出，国有

企业拉动明显。一季度，全省规模以

上酒类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26.09

亿元，同比增长 15.5%，对全省工业

经济贡献 45.6

%

、拉动 2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 1127.91 亿元， 同比增长

10.8

%

，贡献 114.1

%

、拉动 4.9 个

百分点。 （本报记者 陈玲）

本报讯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

“全国专利管理信息平台” 提供的

贵州省月度专利基础数据统计，今

年 1 季度， 贵州省发明专利申请

3009 件，同比增长 7.2

%

；发明专利

授权 611件，同比增长 41.8

%

。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全省有

效发明专利 10548 件， 同比增长

19.74

%

； 每万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 2.93 件，比去年同期 2.45

件增长 19.6

%

。

2018 年以来， 贵州省加快推进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调整修改《贵州

省专利申请资助管理办法》，突出知

识产权质量导向，开展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培育， 探索发明专利运营新模

式，拓展知识产权投融资渠道，加强

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利用，强化重点

产业、新兴产业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

保护，实现发明专利数量增长、质量

稳步提升。 （本报记者 孙维娜）

5 月 5 日，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

悉，一季度，贵州交通运输呈现稳步

发展态势，铁路运输发展较快，高铁

增速最快。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旅客运

输总量为 2.36 亿人， 同比增长

1.0%；货物运输总量为 2.18 亿吨，同

比增长 2.5%。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铁

路客运量为 1659.57万人， 同比增长

10.4%， 其中高铁客运量为 964.33万

人，同比增长 24.8%，占铁路客运量比

例为 58.1%。总的看来，高铁在各类交

通运输方式中增速最快。

其他方面， 公路运输、 水路运

输、 航空运输也呈现了不同程度的

发展。 一季度， 全省公路客运量为

2.14亿人，同比增长 0.4%，占全省客

运量的比重为 90.9%；公路货运量为

2.07亿吨，同比增长 3.2%，占全省货

运量的比重为 94.8%。

一季度，水路运输平缓增长。全

省水路客运量为 495.00万人， 同比

增长 1.0%；水路货运量为 302.00 万

吨，同比增长 1.0%。

此外，一季度，全省航班共起降

61555 架次，同比增长 1.8%；民航旅

客吞吐量为 713.33 万人次，同比增

长 6.5%；民航货邮吞吐量为 2.78 万

吨，增长 1.2%。 陈玲

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全市定点医药机构、 参保单位

和广大参保人员：

根据国家、 省医疗保障局关于

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的工作

部署， 为持续保持打击欺诈骗保行

为的高压态势， 整顿和规范我市医

保基金运行秩序， 严厉打击欺诈骗

取医保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广大参保人员

的合法权益，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决

定于 5 月至 12 月在全市开展打击

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 全市定点

医药机构、 参保单位和广大参保人

员，若发现以下问题时，请及时向贵

阳市医疗保障局提供线索， 进行投

诉举报。

一、定点医疗机构：分解收费、

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套用项目

收费、不合理诊疗行为；挂床住院、

串换药品、 耗材和诊疗项目等行

为；诱导参保人员住院，虚构医疗

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据、挂床住

院、盗刷社保卡等行为；其他违法

违规违约行为。

二、定点零售药店：聚敛盗刷社

保卡、串换药品、诱导参保人员购买

化妆品、生活用品等行为。

三、参保人员：伪造虚假票据报

销、冒名就医、使用社保卡套现或套

取药品、耗材倒买倒卖等行为。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维护国家

医保基金安全， 是每个参保人员的

权利和义务！ 欢迎广大参保人员积

极行动起来，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举报投诉电

话 ：0851-87987807� � 邮箱 ：gysyb-

jjbts@163.com

� � � �贵阳市医疗保险费用结算中心

举报投诉电话：0851-85807942

� � � �贵阳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

中心举报投诉电话：0851-87987190

� � � �经查证属实的举报件， 将按有

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贵阳市医疗保障局

2019年 5月 5日

关于在全市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

行动的公告

一季度贵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稳步向好

全省工业收入和利润增速同步提升

全省交通运输稳步发展

高铁增速最快

■相关新闻

我省今年1季度———

发明专利

申请超3000件

贵州省政协十二届十次常

委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

事项

免去袁仁国刘作易

相关职务

本报讯 5 月 5 日，贵州省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向社会公布全

省公安交管“放管服” 投诉举报

电话，严厉打击非法中介等违规

行为。

为深入推进公安交管 “放管

服” 改革，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公众监督作

用，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非法中介

等违规行为，全省公安交管部门现

设立 24 小时投诉举报电话。

开通的投诉举报电话有省公安

厅 交 通 管 理 局 ：0851-85226800、

85226801；贵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0851-86795680；遵义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0851-28437122； 安顺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0851-33326600； 黔南

州公安局交警支队：0854-8333122；

黔 东 南 州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

0855-8222207； 铜仁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0856-5206167；毕节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0857-8267900、8267122；

六 盘 水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

0858-8751122； 黔西南州公安局交

警支队：0859-3121927；贵安新区公

安局交警支队：0851-88902616。

（本报记者 李强）

本报讯 5 月 5 日，贵阳市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动员大

会举行，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赵

德明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致 2018 数博会的贺信精

神为指导， 坚决贯彻落实好孙志刚

书记、谌贻琴省长重要指示精神，细

致精致极致做好筹备工作， 确保

2019 数博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

加快把数博会办成国际性盛会、世

界级平台， 为贵阳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汇聚新动能。

贵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晏讲

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忠、市政协

主席王保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委

政法委书记向虹翔主持。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徐昊传达 4 月 15 日省

委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筹备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通报筹

备工作进展情况。市委常委王华平、

兰义彤、赵福全、孙志明、徐红、刘本

立，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

有关领导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做好本届数博会筹

备工作，是省委、省政府交给贵阳

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对全市干部政

治站位、能力水平、工作作风的一

次全方位检验、促进和提升。 要义

不容辞担当起主力军的责任，强化

使命意识，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

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

紧抓实各项工作； 强化精品意识，

力求各项筹备工作精准、 精细、精

心、精彩，把数博会办成精品产业

博览会；强化风险意识，把一切安

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数博

会举办万无一失。

会议强调，要高标准、高水平、

高质量抓好各项筹备工作， 嘉宾服

务要更加突出创新， 真正做到接待

热心、安排细心、服务贴心、宾客舒

心，多视角、全方位、高水平展示新

时代贵州、贵阳的良好形象；活动策

划要更加突出高端， 紧盯大数据前

沿理论、技术和成果，更加注重高端

专业，充分体现行业引领性，进一步

增强数博会的吸引力； 环境营造要

更加突出精细， 全面加强城市乱象

综合整治， 切实做好环卫管护和交

通保畅， 动员全市人民争做城市形

象代言人， 当好东道主， 服务数博

会；宣传报道要更加突出多样，充分

利用融媒体发展优势，构建“全民

参与、全时直播、全程互动” 传播新

格局；成果运用要更加突出实效，坚

持“论干结合” ，争取更多好产品、

好技术、好模式在贵阳落地转化。要

进一步强化对数博会筹备工作的统

筹调度，加强信息沟通，加密调度频

次，加大督促力度，确保数博会筹备

工作有力推进。

会议要求， 全市上下要迅速传

达贯彻 2019 数博会动员大会精神，

在紧盯重点、压实责任、营造氛围、

创新方式、确保安全、强化保障、用

好成果等方面抓好工作落实， 向省

委、 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

意的答卷。

2019 数博会执委会成员单位、

各区（市、县、开发区）、市直各部门

和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动员大会强调

细致精致极致做好筹备工作

确保 2019 数博会成功、圆满、精彩举办

贵州交警公布

“放管服”举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