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获悉， 为充分发挥创业担

保贷款扶持创业、 带动就业的积极

作用，结合我省实际，对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进行补充调整， 涉及扩大贷

款对象范围、放宽贴息政策等。

其中， 放宽贴息政策包括：1、调

整个人贴息方式。对个人发放的创业

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贫困

地区（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财政部门给予 3年全额贴息，其他地

区财政部门按 2 年 （第 1 年、 第 2

年）全额贴息执行，贷款经创业担保

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以下简

称“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认可，可

以展期 1 次， 展期期限不超过 1 年

（展期期限内贷款不予以贴息）。

2、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 对小

微企业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

长不超过 2 年， 财政部门按照贷款

合同签订日贷款基础利率的 50%给

予贴息， 贷款经担保机构和经办银

行认可，可以展期 1 次，展期期限不

超过 1 年（展期期限内贷款不予以

贴息）。 对已享受财政部门贴息支

持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 可通

过创业担保贷款基金提供支持。

3、增加贷款次数。对按时还款、

带动就业能力强、 创业项目好的借

款个人和小微企业， 可继续申请创

业担保贷款并享受贴息， 累计次数

不得超过 3 次（一次，指借款合同

中载明的贷款起止时间周期， 如遇

提前还款， 按实际还款时间来计算

周期）。 （孙维娜）

本报讯 11月 5日， 贵阳市首批

10名市政府特邀督查员获聘任证书。

据了解， 市政府特邀督查员是

由市人民政府聘任， 在市政府督查

部门统筹指导下， 协助开展督办督

查、绩效考核相关工作的兼职人员。

主要从全市“两代表一委员” 、民主

党派、人民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 新闻媒体中在职或退休的专家

学者、知名人士、专业人员和热心督

查工作的市民群众中产生。

市政府特邀督查员具有知情权、

督查权、建议权、评议权等权利。可根

据工作需要，查阅、获得有关文件和

资料；参加或者列席市政府督查部门

和被督查单位组织的有关会议；了解

所反映、 转递的督查事项的办理情

况。按照市政府督查部门工作安排对

相关责任单位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结合督查工作，开展相关调

查研究。 并就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向

市政府督查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向被

督查单位提出督查建议；对市政府督

查部门的相关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和

意见。 对市相关部门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情况进行核验评估；对参

与评价的目标责任单位的工作绩效

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作为第三方评价

的组成部分，纳入被评价单位年度目

标绩效考核。 （章婧）

乌当组团新天单元最新规划出炉

省政府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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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5日， 记者从国家

统计局贵阳调查队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贵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 28858 元，同比增长 9.0%，增速

比全市 8.2%的 GDP增速高了 0.8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3197元，同比增长 10.3%，增速高

于全市 GDP增速 2.1个百分点。 城

乡居民收入增速首次“跑赢” GDP。

今年以来， 贵阳市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实施三大攻

坚行动计划， 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贵阳市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

到进一步提高，收入平稳增长。

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继

续高于全国，绝对量和增加量居全省

首位。 前三季度，贵阳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0%，比全国

平均增速（7.9%）高 1.1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10.3%， 比全国平均增速 （9.2%）高

1.1个百分点。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绝对水平继续位列全省九

个市州第一位，城镇比全省平均水平

（25714）高 3144 元，农村比全省平

均水平（7237 元）高 5960 元。 从增

加值来看，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加量为 2383元， 增加量

位列全省首位， 比全省平均增量

（2149 元）高 234 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量为 1232元， 比全省

平均增量（694元）高 538元。

今年以来， 贵阳市各项民生政

策举措不断发力， 带动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节节攀升。 前三季度，农村居

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 城乡差距进

一步缩小。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 10.3%，比上半年增速高了

0.2 个百分点，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

民增速 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

比由上年同期的 2.21 下降至 2.1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同时， 城乡居民四项收入呈

“三升一降” ，工资收入仍是贵阳市

城乡居民增收的主要动力来源。 数

据显示， 贵阳市城乡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分别为 18396 元、7442 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 9.6%、10.3%， 占可支

配收入比重为 63.7%、56.4%，贡献率

分别为 67.7%、56.5%。

“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就业稳定

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提供了基础动

力。”针对前三季度贵阳市城乡居民

收入情况， 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

有关专家认为，一方面，持续推进的

减税降费各项政策、 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提高及个人所得税 6 项专项附

加扣除的实施、 惠民政策的落实到

位，分别带动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 旅游

业快速发展， 给农民和相关行业从

业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动

了增收。 （王霞 庭静）

今年前三季度

同比分别增长9.0%、10.3%，增速首次“跑赢”GDP

本报讯 11月 5日，省政府下发

通知，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通知， 陈晏任贵州贵安新

区管委会主任。

孙登峰任贵州贵安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 不再担任贵州贵安新区管

委会主任职务。

金和平挂职任贵州贵安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挂职时间至 2020年 2月。

王红霞任贵州省社会保险事业

局局长。

常文松任贵州双龙临空经济区

管委会主任。

张建军任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胡兴灿正式任贵州理工学院副院

长，任职时间从 2018年 8月起计算。

孙超任贵州省中国科学院天然

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贵州医科大

学天然产物化学重点实验室） 副主

任（试用期一年）。

杨跃光不再担任贵州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职务。

郑旭不再担任贵州省文化和旅

游厅副厅长职务。

杨春富不再担任贵州省投资促

进局副局长职务。

杨永忠不再担任贵州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职务。

吴冰不再担任贵州省博览事务

局副局长职务。

高永春不再担任贵州省水文水

资源局局长职务。

徐昊不再担任贵州双龙临空经

济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向子琨不再担任贵阳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职务。

谢晓尧不再担任贵州师范大学

副校长职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本报讯 11 月 4 日， 贵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消息，《贵阳

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细

则 ）———乌 当 组 团 新 天 单 元

WD-10-01 等 7 个地块》规划方案

批前公示 ， 乌当组团新天单元

WD-10-01 等 7 个地块规划方案

日前已报审。

据悉， 此次调整的 7 个地块内

规划轨道交通 3号线、 轨道交通 S1

号线， 涉及拆除面积约 140.13 万平

方米。

根据公示， 新天单元规划范围

北抵新添大道、 高新路， 西至东二

环，东侧南侧以南明河为界，总用地

面积 642.12公顷。 其中，建设用地面

积 412.63 公顷； 建设容量控制在

548.71 万平方米，其中：新增建筑量

281.08万平方米，保留建筑量 267.63

万平方米， 拆除建筑量 140.13 万平

方米；综合容积率为 1.33，规划人口

7.3万人。

新天单元规划编制地块有 7个，

包 括 WD-10-01、WD-10-02、

WD-10-04、WD-10-08、

WD-10-09、WD-10-11、

WD-10-12。

其中 ，WD-10-01 西至东二

环、东至温泉路、北至新添大道、南

至梅兰山路， 规划用地面积 46.17

公顷 ；WD-10-02 地块西至东二

环、东至温泉路、北至梅兰山路、南

至新添二道， 规划用地面积 20.47

公顷 ；WD-10-04 地块西至温泉

路、东至梅兰山公园、北至新添二

道、 南至水东路， 规划用地面积

13.67 公顷；WD-10-08 地块西至

高新路、北至高新路桥、南至新庄

路， 东至南明河， 规划用地面积

57.56 公顷；WD-10-09 地块西至

臣功新天地、北至高新路、南至新

添二道， 东至新庄污水处理厂，规

划 用 地 面 积 75.71 公 顷 ；

WD-10-11 地块西至新创路、北至

新添大道、南至梅兰山路，东至臣

功新天地边， 规划用地面积 68.03

公顷 ；WD-10-12 地块西至温泉

路、北至新添大道、南至梅兰山路，

东至新创路， 规划用地面积 29.02

公顷。

规划区道路体系为： 快速

路———主要为东二环， 主干道———

包括新添大道、高新路、新添二道、

新添三道、东新路，次干道———包括

水东路、温泉路、新庄路、梅兰山路，

支路———包括温石路等。 规划区道

路长度 34.52 千米， 道路网密度为

5.38千米 /平方公里。

新天单元内规划主干道有新添

大道、高新路、新添二道、新添三道、

东新路，快速路为东二环；道路与交

通设施，规划有轨道交通 3 号线、S1

号线、公交首末站、社会停车场、非

机动车停车场等。

公共服务设施方面， 规划有供

电局、档案馆、林业派出所、新天社

区服务中心、 派出所、 文化活动中

心、乌当人民医院、贵医乌当医院、

温泉中学、新天中学、新九学校、新

天五小、为明国际学校、体育场馆、

社区养老院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肖达钰莎）

涉及拆迁约140万平方米，规划2条地铁线

贵阳市政府聘任

10名特邀督查员

创业担保贷款

放宽贴息政策

省人社厅：

贵阳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

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践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