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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再登中国百强城市榜单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由

华顿经济研究院编制的“2019

年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 在

上海发布，贵阳市、遵义市上

榜。 榜单显示，贵阳市排名第

43 位，位次较去年上升 1 位；

遵义市排名第 89 位， 位次较

去年上升 2 位。

“中国百强城市排行榜”

以 GDP 总量排名前 100 位的

城市作为入围城市，再根据经

济指标（占比 61.8%）和软经

济指标（占比 38.2%）的综合

得分进行排序。 经济指标由

GDP、居民储蓄和财政收入组

成，软经济指标由环境、科教、

文化、 卫生组成。 该榜单自

2015年发布以来，至今已连续

发布 5 年。

据悉，近年来，贵阳经济飞

速发展，1978 年， 贵阳实现生

产总值 10.77 亿元。 2017 年，

贵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537.96 亿元， 是 1978 年的

300 多倍。 2018 年，经济增速连

续 6 年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一，荣获“影响中国” 2018 年

度城市称号。

而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所

发布的“2018 中国表现最佳城

市” 年度报告，贵阳紧跟深圳、

重庆、天津、郑州，位列第五，

而这也是贵阳连续 3 年上榜该

榜单。

贵阳还入选了 《2018 机

遇之城》。 《机遇之城》是从

“智力资本和创新” 、“技术

成熟度” 等 10 个维度 57 个

变量对 30 座中国行政与经济

中心城市进行全面考察，而贵

阳自 2017 年以来已连续 2 年

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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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43位，较去年提升1位；同时上榜的还有遵义市

贵阳速度 有目共睹

营商环境

《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显示，贵阳市的营商环境指数排

名从 2017年的第 30位强势跃升至第 14位，并因此荣获了 2018 年中国国际

营商环境标杆城市、2018年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十佳城市等称号。

交通发展

贵阳迈入高铁经济时代， 融入了全国主要经济区 2-7�小时经济圈，贵

阳“全国铁路综合枢纽”的地位也越来越凸显。

高铁、城际铁路、地铁、空港以及联通四面八方的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

设施的不断完善，让贵阳距离世界更近，而且辐射着贵阳的周边城市。

大数据产业

贵阳全面布局大数据产业。 截至目前，苹果、高通、谷歌、微软、阿里巴巴、

腾讯、京东、富士康等 200多个国内外知名企业项目落户贵阳，投资总额超过

2400亿元。 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多位互联网大咖也多次在贵阳发表演讲。

现在的贵阳是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 国家级数据存储灾备基地

和国家级云计算应用基地，全国领先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与应用服务示范基地

和产业集聚发展的“中国数谷” ，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科技优势。

随着近年来贵阳不断出台的引才政策，不仅给人才们解决了落户、安居

两大最关注的问题，在创业上也有政策支持，高层次人才不断汇聚贵阳。 如

今的贵阳，已成为全国大学生净流入地，越来越多的投资机遇，也让许多投

资者的目光转向贵阳，为推动贵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力量。 2018前三季度全

国区域人才净流入率城市，贵阳入选排名前 20强城市，位列第 4名。

引才政策

近年来，贵州旅游“井喷式” 发展，位列旅游收入增速最快的省份。 贵阳

连续 4 年获全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 殊荣，上榜 2018 年全球避暑名城榜单

第 9 位，荣获“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2018 年度《中国国家旅游》最佳优质

旅游城市” 称号，“中国·贵阳避暑季” 荣膺“2018 中国最负盛名十大节庆”

称号，“爽爽的贵阳”城市品牌得到广泛认可。

旅游资源

据新华社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

员政务处分法 （草案）》10 月 8 日在中国

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今年 8月， 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10

月 8日全文公开的政务处分法草案分为 7章，

包括总则，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及

其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复审、复核、

申诉，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66条。 中国人大网

同时公开了关于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 政务处分是对违法公

职人员的惩戒措施。 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

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 ，将其

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 制定政务处分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

具体化，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

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

筑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 有利于实现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 规定处分决

定机关、 单位包括任免机关、 单位和监察机

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用和责任；明确了党

管干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等 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规

则。 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

开除 6种政务处分。 相应的处分期间为：警

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

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到开除处

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其与单

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管理的人员在受处分

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和级别；其中，受

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

升工资档次。 受到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

低职务、职级和级别”“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 应当依法给予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序， 对处分

主体的立案、调查、处分、宣布等程序作了

明确规定。 考虑到有的公职人员在任免、管

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定，对各级人大（政

协） 或者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人员给

予撤职、 开除政务处分的， 先由人大 （政

协）或者其常委会依法依章程罢免、撤销或

者免去其职务，再由处分决定机关、单位依

法作出处分决定。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9年 11月 6日。

拟设定6种政务处分种类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照顾老年人”

有30项重点任务

我省15个部门联合

下发相关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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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旅游收入107.44亿

元，同比增长32.5%；入选

国庆最受欢迎旅游城市

国庆长假

贵阳旅游

亮出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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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我省多地开启降雨模式

寒露到秋意浓

及时添衣迎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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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名特巡警

下田帮她收稻谷

家中缺乏劳动力，10亩水

稻待收割，贫困农妇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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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体育决定

暂停转播NBA赛事

外交部发言人：跟中方交

流合作需了解中国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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