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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上半年GDP：7212.94亿元
同比增长 9.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 7 月 16 日，记者从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9 年上半年贵州省经济运行呈现
速度较快、结构趋优、民生改善、效益
提升的良好态势， 实现了 “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 的目标。
2019 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 7212.94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9.0%，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2.7 个百分
点。 上半年全省经济延续了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881.43
亿元， 增长 5.5%； 第二产业增加值
2880.25 亿元，增长 10.4%；第三产业
增加值 3451.26 亿元，增长 8.5%。
上半年，全省农业、工业、服务
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保
持较快增长。 其中，全省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 935.22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
长 5.5%， 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
增长 10.0%， 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4.0
个百分点；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
同期增长 8.5%， 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1.5 个百分点；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同期增长 12.3%，增速高于全国
水平 6.5 个百分点；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4.2%。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 增速高于
全国水平 4.0 个百分点。 在全省 19 个
重点监测的工业行业中，16 个行业保
持增长，7 个行业增长达到两位数。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
比上年同期增长 14.1%，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12.9%，烟草
制品业增加值增长 9.8%，酒、饮料和
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6%。
全省产销衔接状况明显改善。 上
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
为 97.1%，与上年同期持平，煤炭、酒、
冶金等重点行业产销率较高，保持在
98%以上。
企业效益持续增长。 1-5 月份，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370.78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 9.7%。 （本报记者 岳欢）

三季度科普活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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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84元
居民就业方面，上半年全省城
镇新增就业 40.98 万人， 比上年同
期 增 长 1.0% ；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3.09%。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上半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84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10.7%。 按
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7299 元， 名义增长 9.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574 元，名义增长 10.3%。
为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省内民
生投入持续增大。 上半年，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3379.63 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21.4%。 其中，教育支
出增长 12.0%；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28.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12.4%。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上半
年，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

上涨 1.8%， 八大类消费价格除交通
通信价格下降 0.6%外，其余均上涨。
值得一提的是，食品价格的上
涨主要是突发性输入性因素导致，
是非系统非持续的，具有较强的季
节性和周期性。 随着气候渐热，本
地应季型蔬菜、水果陆续上市占比
提高，价格回落存在可能，蔬菜价
格上涨幅度现已开始收窄，全年贵
州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将整体平稳。

旅游业持续增长 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
上年同期增长 8.5%，增速高于全国
水平 1.5 个百分点。 其中，旅游业延
续“
井喷式” 增长态势，全省旅游总
人数 5.72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21.6%； 旅游总收入 5740.80 亿元，
增长 31.0%。

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

高考补报志愿
投档情况及缺额统计
（该数据由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发布）

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 1-5 月，
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营业收入增长 79.9%， 规模以上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
长 27.4%。
交通、邮政通信业发展稳步提
升。 全省铁路货物周转量 235.14 亿

吨公里， 比上年同期增长 5.4%；邮
政 业 务 总 量 35.43 亿 元 ， 增 长
22.6%；快递业务量 10951.80 万件，
增长 24.8%；电信业务总量 1717.54
亿元，增长 105.1%。
本报记者 岳欢

本报讯 贵州科技馆三季度科
普活动已经开始，科普表演、模型表
演、 科技知识讲座等将为青少年带
来丰富的科普体验。
活动对市民免费开放， 分为科
技探索和科学制作、 实验探究两个
方面。
科技探索活动将持续到 8 月 17
日，期间将开展五次科普活动，分别
为《欢乐小爬虫》、《趣味造纸术》、
《小小印刷匠》、《索尼探梦科普万
里行》和《纸绳艺术》。
此外，科学制作、实验探究相关
活动将持续到 9 月底， 还将安排四
场科技创新作品科普展， 分别是 7
月 13 日、7 月 20 日、8 月 24 日和 9
月 7 日，展品为无人机、3D 打印机、
人形机器人等几十种。
（本报记者 王蕾）

7月 21 日至 8 月 31 日

南京和福州方向
新增42个航班
本报讯 为了满足暑运旅客出
行需要，国航将从 7 月 21 日至 8 月
31 日，在南京和福州方向新增 42 个
航班。
以下为具体航班起降时间：
贵阳至南京 ： 每 日 一 班 ， 贵 阳
起飞时间 6：45， 到达南京时间为
8：50。 南京至贵阳：每日一班，南京
起飞时间 9：50， 到达贵阳时间为
12：20。
贵阳至福州：每日一班，贵阳起
飞时间为 17：25， 到达福州时间为
19：50。 福州至贵阳：每日一班，福州
起飞时间为 21：05，到达贵阳时间为
23：30。
以上新增航班均为空客 320 执
飞，首飞期间将推出票价特惠。
（本报记者 邓丽娜）

今明两日

贵阳往返安顺
增开4趟动车组
本报讯 7 月 16 日至 18 日 (周
二至周四)，贵阳北往返安顺西增开
2 对共 4 趟一站直达“
G” 字头高速
动车组，方便两地旅客出行。
具体开行日期、 运行时刻和票
价为：1、7 月 16 日至 18 日， 贵阳北
至安顺西增开 G5389 次列车， 贵阳
北站 6:31 开车， 中途不停站， 当天
7：01 抵达安顺西站，历时 30 分钟。
2、7 月 16 日至 18 日，安顺西至
贵阳北增开 G5390 次列车， 安顺西
站 13：40 开车， 中途不停站， 当天
14：10 抵达贵阳北站，历时 30 分钟。
3、7 月 16 日至 18 日，贵阳北至
安顺西增开 G5391 次列车， 贵阳北
站 14：30 开车， 中途不停站， 当天
15：00 抵达安顺西站，历时 30 分钟。
4、7 月 16 日至 18 日，安顺西至
贵阳北增开 G5392 次列车， 安顺西
站 15：20 开车， 中途不停站， 当天
15：50 抵达贵阳北站，历时 30 分钟。
（本报记者 曾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