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国家高新区

获悉， 在日前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

2018 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结果中，贵

阳国家高新区综合排名从 2013 年的

56位跃升到 2018年的 40位。

据悉， 本次测评对象包括全国

156 个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 （共

157 个单位）。 根据测评，贵阳国家高

新区综合排名 40 位，“知识创造和技

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能力” 两个一级指标均闯入全国 50

强，分别排名 36位、37位。“国际化和

参与全球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

力”分别排名 71位、75位。

（本报记者 张梅）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调度会在贵阳召

开。 会议上公布了全国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表示， 针对

校外培训机构存在问题， 需加大联合

执法力度，关停不合格的培训机构，打

击“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

试” 等违规行为，把校外培训机构的

不良行为纳入年检，对不积极整改、无

证开展培训、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

学科培训及其他违规开展培训的学科

类培训机构，严肃查处，并提交相关部

门吊销营业执照。

另外， 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培训机构要立即关停， 加快证照办理

力度，提高教育治理能力，规范管理中

小学校， 严禁在职教师私自组织有偿

补课或到校外培训机构上课。

（实习记者 周梅）

食品消费有转变 膳食注重绿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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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成为消费新时尚

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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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30 日，贵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晏主持召开 2019中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筹备工作

专题调度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致 2018 数博会贺

信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孙志

刚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国

际化、专业化、高端化、产业化、可持

续化” 办会方向，高起点策划，高标

准筹备，高质量举办，努力把数博会

办成充满合作机遇、引领行业发展

的国际性盛会，办成共商发展大计、

共享最新成果的世界级平台。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昊，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阳参加。

在听取 2019 数博会筹备工作

情况汇报后，陈晏对前一阶段工作

表示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他指出，数博会已连续成功

举办四届，品牌越来越响，影响越来

越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向 2018

数博会发来贺信，把数博会推向了

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要倍加珍惜来

之不易的成果，提高政治站位，统一

思想认识，坚持“全球视野、国家高

度、产业视角、企业立场” 的办会理

念，全力把数博会办成充满合作机

遇、引领行业发展的国际性盛会，办

成共商发展大计、共享最新成果的

世界级平台。

陈晏强调，数博会是贵阳的一

块金字招牌,是贵州、贵阳发展大数

据的高端开放平台。 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继续加满油、鼓满劲，精致细致

做好筹备工作，确保数博会一届比

一届更精彩、 一届比一届成果多。

要周全制定工作方案，把各方面、各

环节想深想透，制定好总体方案、单

项方案和各工作组方案，确保可操

作、可落实。 要卡死时间节点，分阶

段、分重点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倒

排工期、 有力推进。 要抓实重点任

务，按照边制定方案、边推进实施的

原则，主动作为、超前谋划，突出抓

好嘉宾邀请、招展布展、舆论造势等

工作。要强化市场运作，创新办会模

式、合作方式，注重“展”“销” 结

合，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实现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社会参与的良好

效果。要完善运行机制，强化统筹调

度，保持信息畅通，加强对接协调，

确保每项筹备工作都有人抓、 能落

实、见实效。

观山湖区，市直相关部门、有关

企业负责人参加。 （本报记者）

陈晏在 2019数博会筹备工作专题调度会上强调：

把数博会打造成国际性盛会

11月 30日， 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发布改革开放 40年来贵阳

市城乡居民生活报告。 统计显示，2017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达到 26063 元，比 1979 年的 313 元增长了 82.3 倍；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达到 12369元，比 1980年 181元增长了 67.3倍。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更趋多元化。膳食、

衣着消费呈现多元化，交通通信发展加快生活节奏，文教娱乐成为居

民消费热点，旅游成为消费新时尚，服务性消费、网络购物成为新的

消费方式。

改革开放40年———

贵阳人生活 呈现多元化

■新闻速递

改革开放前，城

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

单一，以主食消费为主，食品消费占

消费比重较高。改革开放后，食品种

类更加丰富， 食品消费发生了质的

变化。

2017 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

食品消费支出 7987 元， 比 1980 年

的人均 226元增长了 34.3倍。

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

3361 元， 比 1980 年的人均 102 元

增长了 31.8倍。

食品消费从主食型向副食型转

变，主食消费明显减少，绿色健康、

营养丰富的食品进入餐桌食谱，肉、

禽蛋、奶类等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

从衣着消费品上

看来， 城乡居民衣着

功能不再局限于保暖

御寒，裁缝成为夕阳行业，衣着消

费成衣化，追求时尚、个性和舒适。

2017年， 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

衣着消费支出 1821元，比 1979年的

人均 41元增长了 43.5倍；农村居民

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855元， 比 1980

年的人均 12元增长了 71.4倍。

而交通通信上， 改革开放以

来， 贵阳市高速公路辐射全市，铁

路交通进入高铁时代，国际航空线

不断开通，建成了全方位、现代化

的立体交通网络。

2017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交

通通信支出 3336元，比 1979年的人

均 3元增长了 1038.3倍；农村居民人

均交通通信支出 2119元，比 1983年

的人均 1.4元增长了 1534.8倍。

同时，家用汽车、移动互联网

电话、电脑涌入普通百姓家中。2017

年末，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家用汽

车拥有量 32.2 辆， 比 2005 年增加

了 29.7辆。

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

话拥有量 215.7 部，比 1998 年增加

了 214.2 部； 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

移动电话拥有量 262.8 部， 比 2001

年增加了 257.8部。

随着收入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丰

富,�文教娱乐成为消费热点。

2017 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3877 元，比

1979 年的人均 15 元增长了 263.1

倍；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 1206元， 比 1983 年的人均 7 元

增长了 172.6倍。

此外，和教育一样被重视的还

有医疗卫生，各种医疗器材、保健

品走进城乡居民家庭，推动了医疗

保健支出快速增长。

近年来，贵阳

市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 旅游配套

设施不断完善， 各种红色旅游、

乡村旅游等旅游产品层出不穷，

城乡居民走向全国各地甚至世界

各地旅游成为消费新时尚， 支出

大幅增加。

2017 年，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

旅游消费支出 1549 元， 较 1992 年

的人均 28 元增长了 53.8 倍； 农村

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 123 元，较

2011 年（此前年度无该项数据）的

人均 55元增长了 1.2倍。

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社会服务行业和

家政行业等第三产

业的发展， 城乡居民消费观念发生

了较大变化， 更加重视生活的便捷

性和享受性， 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

增长点。

2017年， 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

在外饮食支出 1509元，较 1992年的

人均 95元增长了 14.8倍；农村居民

人均在外饮食支出 209元， 较 1991

年的人均 16元增长了 12.2倍。

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服务

支出 1860 元，较 1992 年的人均 42

元增长了 43.4 倍；农村居民人均文

化娱乐服务支出 175 元，较 1991 年

的人均 0.4元增长了 415.9倍。

此外，互联网带来的网络商品

多元化， 使得购物变得简单快捷，

网购成为新的购物方式。

2017 年，贵阳市城镇居民通过

互联网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均支

出达到 330 元， 较 2012 年的人均

64 元增长了 4.1 倍， 年均增长

38.7%；农村居民人均网购支出达到

32 元，较 2014 年的人均 11 元增长

了 2.1倍，年均增长 45.4%� 。

马龙 本报记者 陈玲

本报讯 11 月 29 日，经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

《贵州省国有林场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将于 2019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今后，我省国有林场内

禁止九种行为。

《条例》鼓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在宜林荒山荒地及生态脆弱地区

设立国有林场或扩大国有林场经营

范围， 开展森林资源培育、 保护工

作，促进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明确， 不得改变国有林场的森

林、林木、林地权属。 规定工程建设

项目应当不占或少占国有林场林

地，确需占用的，应当依法办理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 缴纳森林植被恢复

费，支付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

安置补偿费。

根据《条例》，林木补偿费、森林

植被恢复费及安置补偿费的使用，按

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林地补偿

费应当用于流转非国有土地以补充

被占用的国有林地，补充土地面积应

当不少于被占用林地的面积。

因工程建设需要临时占用林地

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批准。占用期满后，建设单

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恢复对所占用

林地的土壤条件，并进行植被修复。

《条例》明确，国有林场内禁止

九种行为：1.倾倒和堆置废弃物，排

放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超标排放污

水，倾倒建筑、工业、医疗、生活等垃

圾；2.新建、扩建坟墓；3.擅自新建、

改建、扩建建筑物和构筑物，修筑便

道；4.新建高尔夫球场；5.破坏自然

水系；6. 毁林开垦、 烧荒和毁林采

种、采石、采砂、取土及其他毁林行

为；7. 非法猎捕国家保护的野生动

物或者非法采集国家重点保护的野

生植物；8.非法采伐、毁坏树木；9.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违反上述行为中第二、第三、第

四、第五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以 5000 元以

上 5万元以下罚款。

（本报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县域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督导检查反馈会

在贵阳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 我省

30 个县(区)达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标准。

据悉， 今年 11月 26日至 12 月 1

日， 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我省申报

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进行了督

导检查。此次督导检查中，重点检查了

今年提出申报的 30 个县，同时在前五

年通过国家督导评估认定的 59 个县

中，抽取 2个县进行复查。督导检查组

分 11 个小组对 32 个县进行了实地督

导检查， 随机抽查学校和教学点 320

所（个）。

综合调查结果，督导检查组认为贵

州省此次申报的 30个县， 均达到国家

规定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

认定标准。 同时，督导检查组将把此次

督导检查结果向教育部和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报告。（实习记者 周梅）

《贵州省国有林场管理条例》明年起施行———

全省国有林场内 禁止九种行为

我省加强校外培训机构

整改力度

不合格培训机构

要立即关停

我省30个县

达到标准

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 2018

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结果

贵阳国家高新区

综合排名第40位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督导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