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 月 21 日， 在 2019 中国

（长春） 避暑旅游产业峰会上， 发布了

“2019 避暑旅游十佳城市” 、“2019 避

暑旅游十强城市” 、“2019 避暑旅游样

本城市” 等排名，其中，贵阳市、六盘水

市、黔西南州普安县、安顺市西秀区入围

十佳。

2019 中国（长春）避暑旅游产业峰

会由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气象局公共气

象服务中心、 长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该峰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了开幕式。本

次活动上，主办方发布了避暑旅游报告等

成果，并对避暑旅游城市进行授牌。

贵州作为避暑旅游大省， 在此次峰

会上被授予诸多荣誉： 贵阳市、 六盘水

市、黔西南州普安县、安顺市西秀区入围

“2019 避暑旅游十佳城市” ， 黔西南州

兴义市、晴隆县、安龙县入围“2019 避暑

旅游十强城市” ， 黔西南州兴仁市入围

“2019避暑旅游样本城市” 。 据悉，今年

入围“避暑旅游十佳城市” 的是长春市、

贵阳市、六盘水市、丽江市、西宁市、阿尔

山市、抚松县、敦化市、安顺市西秀区、黔

西南州普安县。

在避暑旅游产业峰会开幕式上，贵

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巡视员史静一就

“避暑旅游” 做交流发言：“贵州平均海

拔 1100米， 处在最适宜人生存的海拔高

度；夏季平均气温 23℃，是人体感觉最舒

服的环境气温； 夏季降雨 75%在夜间，夜

雨过后，空气更为凉爽清新，更适宜户外

活动；夏季平均风速为 0.9至 3.1米 /秒，

可有效增加人体舒适度，对旅游者身体散

热、出行和活动十分有利；全省夏季空气

质量优良率高达 99%，部分市（州）达到

了 100%，是爽身洗肺的绝佳胜地；森林覆

盖率高达 57%，到 2020年，森林覆盖率将

达到 60%，这几乎是全球森林覆盖率的 2

倍，被誉为中国的’绿色走廊’ 。 ”

目前，正值避暑旅游旺季，贵州的避

暑旅游优惠政策也正式启动，从 6 月 15

日到 9 月 22 日， 共计 100 天的时间，向

贵州以外的全国其他省（区、市）和港澳

台地区居民提供全省景区门票 5 折、高

速公路通行 5折优惠。 （陈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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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省统计局和省人社厅统计

数据，6 月 21 日省人社厅对外发布了全省

及九个市 （州）2018 年贵州省全口径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企业离退休人员

平均基本养老金数据。

数据显示，2018 年， 全省全口径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67952 元， 同比

增长 8.0%；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70036

元，同比增长 8.5%。 分市（州）全口径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在岗职工年平

均工资分别为： 贵阳市 73605 元 （在岗

74681 元）、遵义市 70403 元（在岗 72564

元）、六盘水市 63245 元（在岗 66236 元）、

安顺市 63677 元（在岗 66151 元）、毕节市

61349 元（在岗 62418 元）、铜仁市 65615

元 （在岗 70103 元）、 黔东南州 64653 元

（在岗 67822 元）、黔南州 65255 元（在岗

66701 元）、 黔西南州 67930 元 （在岗

72268元）。

2018年，全省企业离退休人员月平均

基本养老金为 2537 元（其中：企业退休

人员月平均基本养老金 2529 元）， 同比

增加 137 元，增长 5.71%。 其中：贵阳市

2330 元、遵义市 2141 元、六盘水市 2709、

安顺市 2434 元、毕节市 2291 元、铜仁市

2362 元、黔东南州 2335 元、黔南州 2093

元、黔西南州 2309 元。

（本报记者 孙维娜）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民政局获悉，

我市在开展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中

首批将清理 50个“大、洋、怪、重” 地名。

据介绍，民政部、住建部等 6 部委联

合下文， 要求全国各地对当地的居民区、

大型建筑物和道路、 街巷等存在的 “大、

洋、怪、重” 等不规范地名进行规范化、标

准化处理。

根据相关要求， 刻意夸大的 “大地

名” 、崇洋媚外的“洋地名” 、怪异难懂的

“怪地名” 、重名同音的“重” 地名都在清

理整治的范围内。 突出整治“洋” 名，即以

外国的地名、人名和用外语词命名的地名。

经过前期摸排，全市各区（市、县）清

查出 280个不规范地名， 我市将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处理。 对涉及住所的名称，由相

关部门规范住所地址，并提供产权证明后

及时变更。这 280个不规范地名中，将首批

清理 50个（多为城镇居民点）。比如，取名

存在“洋、怪” 的城镇居民点包括塞维利

亚·群山公馆、中天英伦 77、清镇国际迪拜

城、西班牙风情街等。

清理工作将经过公示、 专家论证、听

取意见环节，如相关小区的改名，在绝大

部分业主同意后， 由业主提出一个新名

字，经审核后，由政府批复。 （汤利）

省人社厅发布201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相关数据———

贵阳清理

不规范地名

首批包括塞维利亚·群山公馆、

中天英伦 77、 清镇国际迪拜城

等 50个地名

本报讯 日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委(局)共同

公布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全国入

选的 2666�个村落中， 贵州有 179 个上

榜，其中贵阳市有 4个。

据了解，贵州 179�个上榜的传统村落

分布于全省九个市州， 其中入选村落居前

三位的市州分别是:黔东南州，入选 100个；

黔南州，入选 32个；遵义市，入选 14个。

贵阳市有 4 个村落入选，均位于开阳

县， 具体包括: 楠木渡镇黄木村付家湾

组、南龙乡佘家营村营上组、南龙乡东官

村湾子寨组、毛云乡毛栗庄村新庄组。

（本报记者 曾秦）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公布 贵州占179席

贵州四地上榜“避暑旅游十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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