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价运行态势

总体稳定温和上涨

本报讯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年

春运期间，贵阳无强冷空气影响，天

气较为平稳， 总体适宜出行。 本周

（1 月 21 日—27 日）， 前期全市天

气晴好，24 日夜间起， 阴雨又将出

现，好在雨势较小，气温也无较大波

动，体感较为舒适。

记者从贵阳市气象台获悉，今

年春运期间，贵阳无强冷空气影响，

总体适宜出行。春运期间，贵阳各地

平均气温为 4.0—6.5℃，与常年同期

相比偏高 0.1—1℃。 贵阳各地降水

量为 25—40mm， 与常年同期相比

偏少 1—2 成；雪凝天气偏轻，较冷

时段将出现在 1月下旬前期、2月上

旬前期。

春运首周贵阳以阴天为主。 贵

阳市气象台预计，22 日， 全市阴天

间多云，气温 1—8℃；23 日，全市多

云转阴天， 气温 4—10℃；24 日，全

市阴天夜间有小雨，气温 3—9℃；25

日，全市阴天有小雨，气温 3—7℃；

26 日，全市阴天，夜间有小雨，气温

4—8℃；27日， 全市阴天有小雨，气

温 4—8℃。

气象部门提醒，春运期间正值冬

春转换，气温起伏较大，为应对恶劣

天气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各部门应

提前准备，积极应对。 预计春节假期

中后期天气晴好，气温回升，出行人

数可能增多， 请注意关注天气信息，

做好防火的预防措施和宣传工作。

（石奎 本报记者 张晨）

高兰英（遵义市推荐）

习水县东皇街道丹霞社区十一组居民

2018 年 2 月 5 日，高兰英走访

慰问赤水沿线六七个乡镇的困难群

众，当晚在宾馆入住。 6 日凌晨，她

发现房间里潜入窃贼， 她起来上前

紧拽窃贼并大声呼喊， 在一位路人

的协助下将窃贼制服送交派出所。

张贵林（六盘水市推荐）

盘州市双凤镇红石岩村村民

2017 年 10 月 12 日，张贵林

途经南城小区一住宅楼时，发现

7 楼楼顶上有一名妇女要跳楼。

他找来安全绳， 一端固定好后，

一端绑在自己腰间，在民警的帮

助下，救下轻生妇女。

李华（毕节市推荐）

纳雍县沙包乡大包包村村民

2018 年 11 月 24 日，纳雍县雍

熙街道一民房失火。 李华听到喊

声，立即赶到一老人居住的二楼灭

火。 她将老人背出屋外，待确保老

人安全后， 又和大家全力扑救，最

终火势得到控制，险情得以排除。

吉庆勋（威宁县推荐）

威宁县羊街中学教师

2018 年 10 月 1 日， 吉庆勋驾车途

经威宁县张湾屯时，突然听到急促的呼

救声。 吉庆勋寻声望去，河中隐约有一

落水者正在向下游移动。 他立即停车，

疾步跑到河边，一头扎进河水中奋力将

落水女孩成功救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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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萍（贵阳市推荐）

白云区居民

2018 年 7 月 8 日，82 岁的阳

庭寿老人走到贵阳市白云区华颐

蓝天小区的侧门旁突发头晕，跌倒

在地。 赵萍开车路过看到后将老人

扶起靠在路边坐下，并帮助老人联

系家人及时送医治疗。

马金涛（贵阳市推荐）

生前系花溪分局贵筑派出所民警

2018年 12 月 20 日 17 时 44

分， 马金涛在抓捕涉毒犯罪嫌疑

人时， 搏斗中不幸被嫌疑人用利

器刺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

18时 20分壮烈牺牲，年仅 30岁。

曾令义（毕节市推荐）

七星关区林业局阴底乡林管员

自 1988 年 2 月开始曾令义管

护阴底老区马家坪万亩林场至今，

已造林护林 30 年。 这片森林在他

和其他护林员的管护下，30 年来未

发生过重大火灾和重大盗伐案件。

石培船（安顺市推荐）

紫云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紫云中

队一班班长

2015年 9 月石培船到紫云消

防支队工作以来， 在抢险救灾和

群众遇困时总是舍生忘死， 冲锋

在前。

杨关(安顺市推荐)

经开区黔杨养殖场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2002 年杨关在外打工受伤失

去左臂。 面对残疾，他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努力学习养殖技术，最终

在 2012 年创办了 “安顺开发区黔

杨养殖场” 。

肖剑(铜仁市推荐)

江口县政府办电子政务中心主任

2017年肖剑被派驻太平镇快场村，

担任村脱贫攻坚工作队副队长以来，到

村民家中走访 1000 余次， 调解纠纷 20

余次。 组织修建硬化通组路 3.6千米、联

户路 5.6千米，修建人畜饮水点 8个。

陈远珍（六盘水市推荐）

钟山区黄土坡社区居民，原盘县刘关镇

供销社退休职工

陈远珍的妹妹 4岁时便成一名智障

残疾人。20多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当时已

是 50 多岁的的陈远珍把妹妹接到自己

家中悉心照料，诠释了手足情深的真谛。

周友忠（省国资委 遵义市推荐）

贵州遵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运行部成品工段天车班职工

2005年， 周友忠的母亲双目失

明，不久，他的父亲又突发脑溢血生

活无法自理。 14年来，除了每天上下

班，周友忠几乎都在照料着双亲。

马群（黔南州推荐）

贵定县金南街道荷花村二组村民

1994 年，刚刚结婚的马群就开

始照顾患有轻度脑梗塞的婆婆。 20

多年来，她无怨无悔，尽心尽力，把

长年患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当

亲生母亲一样侍奉。

杨建英（铜仁市推荐）

江口县太平镇中心完小教师

杨建英的丈夫从事梵净山森林

保护工作，无暇顾及家庭。 结婚 17

年来，她既要自己照顾家庭，孝敬公

婆抚养女儿。用行动诠释着孝道，不

愧为传道授业的人民教师。

张贵芬（贵阳市推荐）

观山湖区金华镇翁贡村五组村民

2018年 11月 29日，张贵芬来

到贵州省人民医院交费窗口，将一

张 1972年的结算催收单和 300元

钱交给工作人员。 46年前无力支

付,现今想着连本带息一并归还。

苏发扬（铜仁市推荐）

沿河自治县和平镇福大福金行个体户

2003 年，苏发扬只身从福建

来到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创业。 他

经营金店 16年，始终坚持从正规

厂家进货，求质量、重信誉。 店面

成为诚信商家的典范。

周家勇（安顺市推荐）

平坝区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辅警

周家勇 2007 年到平坝区公安

局交警大队工作以来尽职尽责。 在

所管辖的路段搀扶老、弱、病、残过

马路 1000 余人次、 抬扶病人就医

300多人次。

黄廷华（黔西南州推荐）

望谟县桑郎镇桑郎村原党支部书记

1988年起黄廷华先后任桑郎村

村委会副主任、主任。 他带领村民用

一年的时间，实现了引水到户。 此后

30年，他义务帮助村里 909户家庭、

10768名村民管理水源、修理水管。

辛冲（黔东南州推荐）

黄平县第三中学教师

1999 年 9 月，辛冲参加工作成

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0 多年

来， 他始终把帮扶困难学生作为己

任， 共帮助近 300 名贫困学生获得

资助，让他们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杨秀贵（遵义市推荐）

凤冈县永安镇田坝村制茶师

杨秀贵三岁时便因意外造成终身残

疾。 2008年她与丈夫在家乡办起简易的茶

叶加工作坊。 在政府扶持下，2012年，小作

坊发展为凤冈县成友茶叶加工厂，带动 3户

农户兴办加工厂，解决 28位残疾人就业。

贵州2018年GDP增速9.1%

初步核算，生产总值14806.45亿元，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

经济增长稳中有进

处于较快增长区间

贵阳春运期间

无强冷空气影响

■新闻速递

居民收入增幅

连续3年全国第2

昨日，贵州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联合发布贵州省 2018

年主要统计数据。初步核算，2018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14806.45亿元，比上

年增长 9.1%，增速高于全国（6.6%）2.5个百分点，连续 8年位居全国前列。

第一产业增加值 2159.5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9%； 第二产业增加值

5755.54亿元，增长 9.5%；第三产业增加值 6891.37亿元，增长 9.5%。 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 41244元，比上年增加 3288元。

总的看来， 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了高于全

国、 高于西部增长水平的良好发展

态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居民生活

持续改善。

“2018 年贵州经济增长 9.1%，

增速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 仍处

于较快增长区间。 ” 据省统计局局

长肖云慧介绍，全省经济自 2011 年

以来已连续 8年位居全国前列。 从

2010 年的 4602.79 亿元， 快速增加

到 2018 年的 14806.45 亿元，8 年时

间增加了 2.2倍。

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的经济

总量超过 1万亿元，是 2010 全年经

济总量的 2.3倍。据测算，2018年经

济发展每增长 1个百分点， 需要实

现的增量是 2010年的 3.2倍。 从这

个角度看，2018 年实现 9.1%的增

长，十分难得。

具体来看，2018 年， 全省农林

牧渔业增加值 2276.74 亿元， 比上

年增长 6.8%；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 9.0%。 分行业看，

19个重点监测的行业中，17 个行业

保持增长，4 个行业增加值增速达

到两位数。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5%， 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7.6%）

1.9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 47.6%，拉动经济增长 4.3 个

百分点。其中，旅游业持续“井喷” ，

全省旅游总人数 9.69 亿人次，比上

年增长 30.2%； 实现旅游总收入

9471.03亿元，增长 33.1%。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71.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全

省“千企引进” 企业 1101 个，引进

省外到位资金突破万亿元， 达到

10128.53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44.8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5.3%。

全省财政总收入 2975.6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4%；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726.8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0%。 其中， 税收收入 1265.97 亿

元，增长 7.3%，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 73.3%， 比重高于上年

同期 0.2个百分点。

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30 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 10.3%。

按常住地分，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1592 元， 增长 8.6%；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16

元，增长 9.6%。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77.71 万 人 ，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3.16%，控制在目标范围内。

数据显示，2018 年， 全省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8%，呈现“总体稳定、温和上

涨” 的态势。 “经济增速保持较

快的水平下， 价格保持在 2%以

下的涨幅是比较理想的。 ” 据国

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副总队

长王渝解释， 全省物价稳定，体

现在食品价格、 工业品价格、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等三方面。

王渝介绍，随着“菜篮子”工

程建设的推进， 全省农产品市场

价格稳定。 2018 年，全省食品烟

酒价格仅上涨 0.7%， 涨幅位于

CPI八大类中的第 7 位。 在食品

烟酒类中， 食品价格运行在相对

低位，仅上涨 0.3%，对 CPI 上行

的拉动影响有限。

2018 年，全省深入推进“双

千工程” 和大数据 “万企大融

合” 行动，深入实施工业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壮大

实体经济，工业品消费市场供应

充足，工业品价格涨幅平稳。2018

年， 全省工业品价格上涨 1.7%，

影响 CPI上涨 0.58个百分点。

从全国各省情况看，2018 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1%， 贵州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0.3 个百分点，

低于周边的湖南、重庆、广西等

省市，在全国各省份中由高到低

排序位列第 26 位。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排位均在 20位之后。

2018年， 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8430 元 ， 同比增长

10.3%，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6个百

分点，增幅连续 3年位居全国第 2位。

据王渝分析介绍，在全省农业产

业调整、“贵州人才博览会”“雁归兴

贵” 、脱贫攻坚、“三变” 改革深化等

政策的推进下，全省居民收入才能在

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取得

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430元的成绩。

数据显示，2018 年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9716 元， 同比增长

9.6%，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8个百

分点。2018年，全省城镇居民新增就业

77.7万人，同比增长 1.0%；农民工总量

1141.4万人，增长 1.5%，增幅高于全国

0.9个百分点；农民工月均收入 3633.3

元，同比增长 7.2%，增幅高于全国 0.4

个百分点。 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 9501 元，同比增长 9.9%；工资性

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 51.6%。

2018 年， 贵州省新增市场主体

67.2 万户，日均新设立市场主体 1841

户；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同

比增长 11.5%，在此带动下，全省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1592 元，

同比增长 8.6%，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0.8个百分点。

2018年，全省居民人均获得政策性

生活补贴、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实物

产品和服务补贴同比分别增长 112.3%、

27.9%和 20.1%。 2018年，全省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增长 43.6%。

本报记者 陈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