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21日 星期二

要闻

编辑／版式 川海流 校对／ 缪凯

2

一季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严重冲击，全省各地各部门加强疫

情防控，推进复工复产，促进经济

社会恢复正常秩序，整体经济正呈

现出恢复势头。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农村产业

革命持续深入推进，畜牧业生产有

所下降。 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 452.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2.4%。 全省猪牛羊禽肉产量

66.61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6.9%。

其中， 猪肉产量 53.78万吨， 下降

9.6%； 牛肉产量 5.99 万吨， 下降

0.2%； 羊肉产量 1.36 万吨， 增长

2.3%； 禽肉产量 5.48 万吨， 增长

15.4%。禽蛋产量 6.81万吨，比上年

同期增长 18.6%。

工业生产快速恢复，烟、酒行

业增势良好， 重点行业降幅收窄。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同期下降 1.9%，降幅比 1-2

月收窄 8.6个百分点。全省 19个重

点监测的行业中， 有 14 个行业下

降, 其中有 12 个行业降幅比 1-2

月明显收窄。全省烟草制品业实现

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22.3%，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5.8%。疫

情防控物资及部分产品产量增长

较快， 全省医用口罩产量 5025.33

万只，比上年同期增长 63 倍；中成

药产量 1.73万吨，增长 11.2%。

服务业经营下降，金融存贷款

保持增长，电信行业快速增长。 一

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同

期下降 0.3%。 3 月末，全省金融机

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27864.09

亿元，同比增长 1.7%；金融机构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9799.24 亿元，

同比增长 13.3%。 全省电信业务总

量 1189.1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4.2� % ； 移动短信业务量增长

27.1%；互联网用户总数增长 3.9%。

投资降幅明显收窄，工业投资

增长较快，脱贫攻坚投资力度不断

加大， 医疗卫生领域投资大幅增

长。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同期下降 10.2%。 第一产业投

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9.9%；第二产业

投资增长 25.9%，其中，工业投资增

长 26.0% ；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16.5%。 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投

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4.0倍， 与公共

卫生治疗服务相关的疗养院投资

增长 2.4倍。

一季度，疫情对居民消费冲击

较大，居民消费受到抑制。 全省各

地各部门及时采取加大民生保障

支出、推进各领域复工复产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在迅速有力遏制疫情

的基础上， 释放省内市场需求潜

力。

市场消费稳步恢复，居民消费

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上 年 同 期 下 降

13.0%。 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下

降 11.0%，其中，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32.9%， 零售业实

现零售额下降 10.8%。 全省限额以

上法人企业（单位）商品零售中，

粮油、 食品类比上年同期增长

20.7%，日用品类增长 15.7%，中西

药品类增长 22.2%。

财政收入降幅扩大，减税降费

效应显现。 一季度，全省财政总收

入 780.96 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5.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9.40

亿元，下降 11.4%，其中，税收收入

241.21亿元，下降 26.1%。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134.28 亿元， 比上

年同期下降 26.9%。

居民收入保持增长，劳动就业

实现回升。 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5301 元， 比上年同期

增长 3.0%。 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281 元，增

长 1.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600元，增长 4.8%。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 17.41万人， 比上年同期

下降 13.7%， 降幅比 1-2 月收窄

4.2个百分点。

物价水平总体平稳。 一季度，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

涨 5.0%。 居民消费价格八个大类

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15.6%，教育

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3.8%，其他用

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3.3%，医疗保健

价格上涨 1.4%，交通和通信价格下

降 1.7%，居住价格下降 1.4%，衣着

价格下降 1.3%，生活用品及服务价

格下降 0.2%。

为应对疫情， 许多新产业、新

业态快速发展，以网络购物、共享

平台、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为代

表的消费模式在疫情冲击中逆势

上扬，保持快速增长。

新兴服务业增长较快。 1-2

月，全省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

务营业收入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54.5%；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

服务增长 2.9%。

新兴行业投资较快增长。 全省

通信设备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投资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24.9%和

44.7%；通用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业投资分别增长 8.5% 、36.9%和

54.9%。

网络销售实现提速。 全省限额

以上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

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44.4%，

比 1-2月加快 22.9个百分点。

当前， 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全

省经济发展的外部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 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经

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下阶段，

我省要坚持稳中求进，充分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潜力，推动企业开足马

力满产达产，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全省经济增长加快回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岳欢）

贵州发布

2020年一季度

贵州GDP同比下降1.9%

降幅低于全国 4.9个百分点，为全国下降幅度最小省份之一

4 月 20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0 年全省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 3704.04

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9%。 降幅低于全国水平 4.9

个百分点，为全国下降幅度最小的省份之一。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24.38 亿元，增长 2.3%；第

二产业增加值 1222.59 亿元，下降 4.9%；第三产业增加

值 2057.06 亿元，下降 0.3%。

新产业、新业态

保持快速发展

整体经济

呈现恢复势头

消费市场

稳步恢复态势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市住建局

获悉，疫情期间，为解决市外、省外

来筑创业、就业等人员过渡期居住

问题，贵阳市对市外、省外来筑创

业、就业等人员免费提供“拎包入

住” 。

为积极响应各级关于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和满工满产的工作倡

议， 建设银行贵阳市京瑞支行、河

滨支行、金阳支行，贵阳市房地产

中介协会联合贵阳市爱豆、 欧寓、

百果、趣租、长硕等住房租赁企业，

筹集 27 间短期过渡住房免费拎包

入住，筹集 500 间长租房减免租金

供疫情期间来筑创业、就业等人员

居住。 活动时间为 4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 只要是非贵阳市户籍的

省内、省外来筑创业、就业、返岗等

合法公民，均可以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免费拎包入住

时间为 7 天，从入住当日起算。 免

费拎包入住区域为南明区、观山湖

区和经开区， 其中南明区 3 间、观

山湖区 19间、经开区 5间。 服务内

容为免收租金等费用，除免收租金

外，还免收居住期间内该免租住房

所发生的水、电、气等费用，免费提

供床上用品套件和洗漱用品，保障

来筑人员过渡期居住。

对于有意向签订一年期（含）

以上租赁合同期的租客，可以享受

减免一个月租金优惠，减免金额分

摊至 12 个月， 租客每个月按照优

惠后租金价格支付、押金按照租赁

合同中约定方式缴纳，退房依照租

赁合同约定内容执行。 （张薇）

疫情期间，筹集 27间短期过渡住房———

来筑创业就业者 可免费“拎包入住”

本报讯 4 月 19 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赵德明到开阳县检查脱贫攻坚工

作，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他强调，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聚焦目标要求，保持冲刺状态，不

停顿、不大意、不放松，以更加扎实举措

确保打赢最后总攻歼灭战。

赵德明来到开阳县高寨乡杠寨村、

谷丰村、久场村，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

随机走访慰问生活困难群众，检查“两

不愁三保障” 和饮水安全政策落实情

况，实地察看产业扶贫项目。 赵德明先

后前往左大群、杨光奇、陆发毅家中，与

他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身体健康

状况、家庭生活、经济收入和子女教育等

情况。 在左大群家中，赵德明了解到家

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要求当地政府要

照顾好老人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保障好

孩子的教育，并鼓励孩子努力学习成才。

在杨光奇家中，赵德明得知其曾经因为

生病导致生活困难，要求驻村帮扶干部

要运用好扶贫政策，继续做好就业帮扶

工作，让因病致贫的家庭重新燃起生活

的希望。 在陆发毅家中，赵德明了解到

其因伤导致残疾，给生活造成了一定影

响，要求民政部门要切实做好兜底保障

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让困难

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杠寨村村委会，赵德明查阅脱贫

攻坚档案资料，了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脱贫情况，叮嘱当地干部要紧扣“两不

愁三保障” 目标，查问题找不足补短板，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在乡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赵德明详细检查设施配套、村

医履职和药品使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

大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有效提

高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和服务水平，不断

满足农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 在杠寨

村金丝皇菊和谷丰村精品大蒜种植基

地， 赵德明实地察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情况，鼓励当地抓好春耕生产，加大土地

整理力度，实现保土保水保肥，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益，加快推动传统

农业向农业现代化迈进。 在久场村贵州

蓝阿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赵德明走进

菌棒生产车间和食用菌温室大棚，与企

业负责人和在此工作的村民进行交谈，

了解企业发展、产品销售、就业增收等情

况，鼓励企业做好产销对接，不断发展壮

大，更好地带动当地村民持续增收。

调研中，赵德明强调，要深入扎实做

好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牢牢抓住三个月的

“窗口期” ，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把

整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把稳定和巩

固脱贫作为主要任务，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加强对脱贫不稳人口和边缘人

口动态监测，切实做到常态化监测、动态

化帮扶，坚决防止松劲懈怠。 要完善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 坚持一二三产统筹发展，

持续增加农村群众收入，接续推进全面脱

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压紧压实攻坚

责任，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坚决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脱贫攻坚质

量高、成色足、可持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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