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26.31亿元，

同比增长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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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30 日，贵阳市统

计局发布了贵阳市 2018 年前三季

度主要统计数据， 全市经济运行保

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前三季度 GDP 实现 2717.35 亿元，

同比增长 9.8%，增速分别高于全国

和全省。

数据显示， 第一产业增加值

119.24 亿元，同比增长 6.5%；第二

产业增加值 1071.80 亿元， 同比增

长 8.0%； 第三产业增加值 1526.31

亿元，同比增长 11.4%。

具体看来，农业生产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 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完成 127.23 亿元， 同比增长 6.5%。

其中，农业增加值完成 91.42 亿元；

林业增加值完成 0.51 亿元；畜牧业

增加值完成 26.46 亿元； 渔业增加

值完成 0.86 亿元；农林牧渔服务业

增加值完成 7.98亿元。

工业方面， 增速放缓。 前三季

度，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7%， 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保持两

位数增长。 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产

业 （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13个工业园区中，有 9个园

区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其中，贵阳综合保税区工业增加

值是去年同期的 15.8倍。 同时，1—

8 月，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

及附加同比增长 17.5%， 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22.0%， 亏损企业亏损额

降幅明显，同比下降 38.4%。

前三季度， 贵阳市固定资产投

资稳定增长。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14.8%， 增速较上半年有所

回落。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同

比增长 13.7%；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50.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投资同比增长 62.5%。

民生领域投资增长较快， 教育投资

同比增长 33.3%； 卫生和社会工作

投资同比增长 91.3%；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投资同比增长 30.7%。

消费品市场呈现低位运行态

势。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 914.66 亿元， 同比增长

9.6%。按消费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803.20 亿元，同

比增长 12.1%； 乡村消费品零售总

额实现 111.46 亿元， 同比下降

5.3%。

前三季度，全市服务业（第三

产业）增加值 1526.31 亿元，同比增

长 11.4%， 占经济总量的 56.2%，占

比与上半年持平。旅游业稳定增长，

预计全市接待旅游人数达 14291.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1%；实现旅游

收 入 1868.2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3.1%。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和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33.7%和 16.7%。电信业务总量

完 成 298.8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7.2%； 邮政业务总量完成 14.70

亿元，同比增长 19.0%。

财税金融方面稳定增长， 全市

财政总收入 713.52 亿元，同比增长

27.0%。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303.37 亿元，同比增长 10.3%；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415.72 亿元，

同比增长 8.7% 。 税收收入完成

628.99 亿元，同比增长 23.1%。 9 月

末， 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

11744.83 亿元， 同比增长 4.4%；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12013.82

亿元，同比增长 20.0%。

此外，前三季度，全市引进内

资新签约项目数 925 个，同比增长

40.2%；新签约项目总投资 2089.43

亿元，同比增长 44.4%；新引进项

目到位资金 1950.36 亿元， 同比增

长 32.1%； 实际利用外资 1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6.8%；外贸进出口

总额 25.67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27.4%。

（本报记者 陈玲）

第一产业增加值 119.24亿元，

同比增长 6.5%

第二产业增加值 1071.80亿元，

同比增长 8.0%

本报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

发《贵州省推动企业沿着“一带一

路” 方向 “走出去” 行动计划

（2018—2020年）》，该行动计划提

出，到 2020 年，我省力争新增有实

绩“走出去” 企业主体达到 40 家，

对我省“走出去” 企业在境外厂房

建设费、保函费、安全保障费等费

用， 符合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资金申

报管理规定的， 每年给予不少于

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据悉，为推动我省企业沿着“一

带一路” 方向“走出去” ，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

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贵州省推动

企业沿着“一带一路” 方向“走出

去”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该 《行动计划》 提出主要目

标，即到 2020 年，我省以对外承揽

工程和制造业对外投资为重点，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取

得新成果，力争新增有实绩“走出

去” 企业主体达到 40 家，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营业额突破 15 亿美元，

每年推动 1—2 个国（境）外重大

项目开工建设。

《行动计划》明确了政策扶持

措施，对我省“走出去” 企业境外

厂房建设费、保函费、安全保障费、

人员保费、设备物流费、贷款利息

费、境外仓储等费用，符合贵州省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资金申报管理

规定的， 每年给予不少于 1000 万

元的资金支持，各市（州）、贵安新

区参照省级资金支持方向，安排专

项资金进行相应比例支持。

同时，鼓励“贵州省商务发展

基金” 等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

基金以“股权投资” 方式参与我省

“走出去” 项目，帮助企业解决融

资难题。 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等对接，在合规经营、风险可

控的情况下， 通过提高授信额度、

放宽贷款条件、 降低贷款利率、开

具保函、提供政策性保险等措施为

我省企业创造 “走出去” 便利条

件。 加强对境外投资合作企业的税

收政策宣传、 培训和境外税务指

导，对境外投资企业用于境外投资

的出口货物，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等。（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对外通报了今年 9 月份贵

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情况。 通报

情况显示，9 月份，全省已完成八千

余条质量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今年 9 月， 全省共检查 2081

次，检查工程 2357 项。 检查出质量

隐患 3783 条，已整改 3364 条，整改

率 88.9%， 限期整改项目 689 个，停

工整改项目 37 个， 行政处罚 1 起，

处罚 2 万元， 处理质量投诉 82 起，

查处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7起。

另外， 检查出一般安全隐患

5724条， 已整改 5195 条， 整改率

90.6%，未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限期

整改项目 1163 个， 停工整改项目

73 个， 行政处罚 8 起， 处罚金额

11.6万元。

扬尘治理工作方面， 全省共检

查出符合扬尘治理项目 1410 个，不

符合 434 个，已整改 400 个，整改率

92.1%，限期整改项目 489 个，停业

整改 45 个，行政处罚 9 起，处罚金

额 19万元。

同期，在打非治违检查工作中，

全省限期整改项目 66 个，停工整改

项目 13 个，行政处罚 2 起，处罚金

额 0.53万元。

省住建厅要求， 下一步各地住

房城乡建设局要加大对隐患的排查

力度和扬尘治理力度， 对查出的隐

患，要督促整改落实到位，对不按规

定整改的，依法从重从快处罚。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10 月 30 日，贵阳市生

态委通报， 贵阳市全面完成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工作，入

户清查对象超两万个。

据悉，贵阳市 10 月完成了《贵

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

成果报告》的编写，并通过了专家

评审会。 清查成果报告显示，贵阳

市原始名录库 230014 个调查对

象，通过对国家、省清查基本名录

库进行系统比对、筛查，以及将日

常业务系统名录与国家、省清查基

本名录库进行系统比对，确定贵阳

市入户清查对象 20235 个，实际清

查 22678 个。

同时，经普查员入户清查核实，

并经区市县、市级、省级和国家四级

普查办审核， 最终确认贵阳市纳入

普查的对象数共 5033个。

目前， 贵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工作已进入全面入户调查阶

段， 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相关要

求， 完成普查表填报和数据审核工

作，保质保量完成入户普查工作。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我省今年 9 月已完成整

改八千余条

我省出台推动企业沿“一带一路” 方向“走出去” 行动计划———

贵阳市完成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清查阶段工作

入户清查污染源

超过两万个

■新闻速递

贵阳公布前三季度“成绩单”

GDP实现 2717.35亿元，同比增长 9.8%，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

建筑工程领域

整治安全隐患

本报讯 来自省发改委消息，今

年前三季度， 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

值 4896.76 亿元、增长 9.7%，增速高

于全国水平 2个百分点。

据悉，前三季度，全省服务业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变、

稳中向好， 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4896.76 亿元、增长 9.7%，增速高于

全国水平 2个百分点。 服务业增加

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7.1%、 同比提高 1.5 个百分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9.1%， 拉动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4个百分点。

服务业七大主要行业中， 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

营利性服务业和非营利性服务业分

别实现增加值 862.66 亿元、622.37

亿元、338.26 亿元、678.67 亿元、

237.02 亿元、1034.88 亿元和 1046.8

亿元， 增长 8.2%、7.4%、8.7%、9.8%、

7.6%、21.1%和 4%。 其中，营利性服

务业增速最快，达到 21.1%，比服务

业增速快 11.4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 18.9%， 拉动经济增

长 1.7个百分点。

旅游业持续“井喷”增长，前三

季度全省旅游总人数 7.77 亿人次、

增长 31.5%，旅游总收入 7599.27 亿

元、增长 35.2%，旅游井喷促进“人

流” 快速流动，高铁旅客发送量和

达到量分别增长 62%和 64%， 民航

旅客吞吐量增长 12.4%。 交通运输

业较快增长，公路货物周转量、铁路

货运量、货邮吞吐量、邮政业务总量

分别增长 12.7% 、11.3% 、12.9%和

17.2%。 金融业运行平稳，9 月末金

融 机 构 人 民 币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23928.55 亿元、增长 18.9%，保费收

入 360.52亿元、增长 14.8%。大数据

信息服务业加快发展，1—8 月，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

长 75.2%和 18.1%。网络销售保持较

快增长， 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通过公

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32.2%。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我省今年前三季度———

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4896.76亿元

增长 9.7%，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个百分点

企业符合条件 可获千万元以上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