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 月 8 日，记者从

贵阳火车站获悉，国庆黄金周期

间，贵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

客 117.5 万人，客发总量、日均

客发量、单日客发量均创历年同

期纪录。

今年的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

期限为 9 月 28 日至 10 月 7 日。

统计数据显示，铁路国庆黄金周

10 天运输期限中，贵阳火车站及

其管辖的贵阳北站和贵阳东站

共发送旅客 117.5 万人， 日均

11.75 万人， 其中 10 月 1 日至 7

日发送 85.7 万人， 日均 12.24

万人。 从单日客发量看，以 10 月

1 日送客 16.5 万人为最多，创历

年 10 月 1 日客发量之最。 总体

客流中，高铁客流约占 65%。

长假期间， 贵州铁路普铁客

流和高铁客流高度叠加， 华北

（北京）、华东（上海）、华南（广

州、深圳、香港）、成渝、西安和福

厦(福州、厦门)�等六大方向以

及省内六盘水、盘州、遵义、凯里

等方向短途客流高度集中，各方

向高铁动车上座率几乎达到

100%，普铁上座率达 80%以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本报讯 10 月 8 日，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国庆长假期

间， 我市重点监测的 50 余家

企业实现销售额 1.53 亿元，

同比增长 29%。 其中零售企业

销售额 1.49 亿元， 同比增长

29.6% ， 餐 饮 企 业 营 业 额

372.92 万元，同比增长 6.6%。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充分

挖掘节日经济消费潜力，各大

商场超市和商业街区紧扣消

费升级特点，备足货源，开展

了满减、返券、赠礼等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的促销活动，营

造了浓郁节日氛围和良好消

费环境，实现购销两旺。

数据显示， 国庆长假期

间，重点监测的企业中，食品

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4.5%，饮料

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17.1%，烟

酒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10.6%。

国庆长假期间，通讯器材

类商品热销，销售额同比增长

6.2%；汽车类销售额同比增长

60.8%。

（朱美云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庭静）

本报讯 国庆长假结束，贵

阳旅游市场捷报传来：7 天长假，

全市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1334.7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22%；实现

旅游收入 107.44 亿元， 同比增

长 32.5%。

同时，国内在线旅行社携程

旅游发布的 《2019 年国庆旅游

账单》显示，贵阳市入选国庆最

受游客欢迎的十大国内旅游城

市，各地游客在贵阳市的人均旅

游花费为 3644 元。

据了解， 今年国庆长假期

间， 贵阳乡村旅游景区非常火

爆，慢节奏的乡村旅游成为游客

的主要选择。 开阳十里画廊接待

游客 15.81 万人次，白云区蓬莱

仙界接待游客 11.85 万人次。

10 月 5 日， 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新闻联播》及

《晚间新闻》 分别聚焦青岩古

镇，播出了题为《历史文化名镇

假期游人如织》《历史文化名镇

焕发勃勃生机》的报道，花溪全

域旅游一时间备受关注。

近年来， 贵阳市通过推进

全域旅游， 带动产生了更多更

丰富的旅游业态， 围绕乡村美

景衍生出的美食、 文化活动等

新的旅游内容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外地游客，乡村旅游 、民俗 、

节庆、 户外体验等活动成为游

客主要选择，观田园风光、享民

俗体验、品农家菜肴、住特色民

宿、 玩户外运动等旅游方式受

到热捧。 除了老牌乡村游品牌

开阳十里画廊等， 一些小众的

民族村寨也颇受欢迎， 如花溪

区的龙井村今年国庆期间，就

凭借地道的布依风情、 布依美

食等吸引了众多游客， 接待游

客 1.2 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

50 万元。此外，随着文旅融合的

深入，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文化

旅游景区也受到热捧， 如文化

和旅游深度结合的景点夜郎谷

接待游客 7.5 万人次， 旅游收

入 70 余万元。

如今， 贵阳通过完善顶层

设计、优化开发利用 、加大资

金投入 、强化招商引资 、完善

配套要素 、推进融合发展等方

式， 不断提高旅游业现代化 、

集约化 、 品质化和国际化水

平 ，让全域旅游成为了助推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和新动能。

随着贵阳市“旅游 +” 融合

发展的持续推进， 文旅融合、农

旅融合、体旅融合、康旅融合等

业态日渐丰富， 贵阳市 “全季

节”“全景式” 的旅游体验体系

已基本成型。

据介绍，截止到 2019 年，贵

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突破 2000 万人次，航线达到 206

条， 实现了省会城市航点全覆

盖；全市已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25 个； 全市住宿企业增长至

5850 家， 可提供房间总数为

15.7 万间，床位数达到 26.75 万

张；全市已完成新建及改扩建旅

游厕所近 700 座；全市旅行社已

经增加到 282 家，旅游客运企业

20 家，旅游车辆 3000 余辆，导游

人员达到 9500 余名， 全市旅游

直接从业人员达 24.2 万人，间

接就业人数约 120.8 万人。 此

外， 贵阳市建成了旅游数据铁

笼，打造了智游贵阳、爽游贵阳

等智慧旅游平台，开发形成了一

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文创旅游商

品品牌。

随着贵阳市“吃 、住 、行 、

游” 等旅游配套要素的不断提

升， 入境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

度也不断提升。 据悉，今年国庆

期间， 贵阳市处理旅游投诉的

结案率为 95%。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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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7 日， 贵阳

市政府系统“找差距、转作风、

强本领、优环境、促发展” 专项

活动领导小组到贵阳学院，就

专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回访。

自市政府系统专项活动开

展以来，贵阳学院下发《中共

贵阳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严肃会议纪律的通知》， 进一

步严肃会议纪律、 端正会风，

严明会场纪律，严格执行会议

请假制度，确保学校各类会议

质量和效率。 校纪委开展了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 自

查自纠专项活动，要求各部门

对照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问题， 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通过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学校干部工作作风有了较大

转变。

贵阳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梁成浒表示，接下来，学校将按

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

深入开展“找差距、转作风、强

本领、优环境、促发展” 专项活

动，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各

学科老师的精气神， 提高学生

学习热情， 促进学校教育高质

量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婧）

本报讯 近日， 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动特色

小镇和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 意 见 》（以 下 简 称 《意

见》），到 2022 年底，建设一批

产业发展更加协调、 生态环境

更加优美、功能配套更加完善、

文化特色更加彰显、 体制机制

更加灵活的高品质特色小镇和

小城镇， 充分发挥其助推农村

产业革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

化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

作用， 全省新增城镇人口 120

万， 带动城镇化率提高 3 个百

分点以上。

《意见》明确，将围绕“着

力实施分类推进、 着力强化规

划引领、着力发展特色产业、着

力完善配套功能、 着力彰显文

化特色、着力改善人居环境、着

力深化改革创新、 着力促进城

乡融合” 八个方面的重点工

作， 加快推动特色小镇和小城

镇高质量发展。

其中， 在着力发展特色产

业方面，坚持宜工则工，依托产

业园区、高新技术区、经济开发

区和大型工矿企业等， 打造一

批配套补链、 扩幅强基的工业

小镇。坚持宜农则农，深入推进

农村产业革命， 积极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 打造一批服务农

村、 助农增收的特色农产品集

散小镇。坚持宜游则游，结合发

展全域旅游、山地旅游，依托重

点旅游景区景点， 丰富山地旅

游业态，打造一批休闲度假、健

康养生的旅游小镇。 坚持宜商

则商，结合发展通道经济，依托

重要交通节点， 因地制宜建设

一批零距离换乘交通枢纽，打

造一批智慧高效、 便捷价廉的

商贸物流小镇。

在着力完善配套功能方

面， 加快全省小城镇道路、供

水、供电、停车场、广场、百姓重

大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民生问

题。 加快小城镇寄宿制学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 社区服务中

心、 养老服务机构、 体育设施

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城

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进小城

镇水源建设，扩大、延伸乡镇

供水管网， 提高供水保证率、

饮水可靠性，确保 2020 年底小

城镇集中供水普及率达 85%以

上。 推进中小学学区化、集团

化办学 ， 加强公办幼儿园建

设，推行“四点半学校” 建设。

同步按需完善特色小镇各项配

套功能。

在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方

面 ， 深入开展城镇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三年行动和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三年行动， 将小城镇生活污

水垃圾处理系统向有条件的

农村延伸， 确保 2020 年底全

省建制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

设施实现全覆盖 、 生活污水

处理率达 50%以上、 生活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理 率 达 70% 以

上。 深入实施“厕所革命” 三

年行动计划 ， 在小城镇合理

规划建设公共卫生厕所 ，确

保 2022 年底实现建制镇公共

厕所全覆盖 。 启动开展以环

境卫生 、管理秩序 、乡容镇貌

为主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计划， 到 2022 年底

实现“千镇推进” 。

《意见》要求，2019 年底，

启动一批省级特色小镇和特色

小城镇培育创建。 加快推动全

省 1000 多个小城镇高质量发

展。 推动 20 个极贫乡镇规划建

设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 项目

建设、民生保障相结合，加快极

贫乡镇脱贫攻坚步伐。 完善县

域小城镇以基础设施、 公共服

务设施为重点的“8+X” 项目，

推广“1+N” 镇村联动发展模

式， 开展整县推进小城镇考核

工作。 大力实施“百镇试点、千

镇推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 总结推广 100 个示范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经验和做

法。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意见

加快推动特色小镇

和小城镇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0 月 8 日， 记者

从贵阳市城市乱象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我市即将

启动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将结合 2019

年全市城市乱象治理工作实

际，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背街

小巷脏乱差问题， 不断增强市

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

感。

专项行动按照“市级统筹、

区政府主责、社区（乡、镇）负

责、建管结合、标本兼治” 的工

作原则，突出问题导向，大力开

展背街小巷专项治理， 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 重点整治城区背

街小巷乱堆乱扔、乱停乱放、私

搭乱建、污水四溢、摊点乱摆、

墙面脱落等突出问题， 到 2020

年 6 月前实现全市背街小巷总

体干净整洁、秩序规范、设施完

善、 环境舒适、 生活便捷的目

标。 此次整治区域重点是云岩

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

云区、观山湖区 6 城区，其余区

（市、县）参照执行。

专项行动由区政府牵头，

组织相关社区（乡、镇）对辖区

内背街小巷进行全面摸底排

查，建立整治台账清单，一街一

策制定整治工作方案， 细化整

治任务和措施。2020 年 7 月起，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形成常态

长效管理， 持续巩固提升背街

小巷治理成果。

为了确保此次行动扎实有

效，将建立领导包保、检查验收

等机制。 各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是本辖区背街小巷治理工作第

一责任人，实行区长包区、区领

导包片责任制； 各社区 （乡、

镇）主任是本社区（乡、镇）背

街小巷治理工作第一责任人，

实行社区（乡 、镇）主任（镇

长）包块、社区（乡、镇）领导

包街、社区（乡、镇）干部包点

责任制。此外，将制定背街小巷

整治行动验收细则，2020 年 7

月， 组织市直相关部门逐街逐

巷进行联合验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我市即将启动背街小巷

环境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贵阳学院———

开展自查自纠 促进作风转变

贵阳接待游客1334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 107 亿元

■相关新闻

贵阳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 117.5 万人

本报讯 10 月 8 日，记者从

市公安局获悉， 国庆长假期间，

全市治安大局总体平稳，刑事发

案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20.61%。

国庆长假期间，市公安局带

班局领导坚持每日分析研判全

市社会治安、消防、道路交通等

情况，及时调度指挥，全市公安

民警严格落实省厅、市局关于国

庆安保工作的相关要求，恪尽职

守，认真履职，确保节日期间全

市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国庆长假期间，110 共接到

有效报警 31931 起， 同比上升

19.65%， 其中治安类警情 1915

起，同比基本持平；求助咨询类

7191 起，同比上升 19%；各类刑

事警情 208 起 （其中盗窃 127

起 、诈骗 77 起、其他 4 起），较

去年同期下降 20.61%。 国庆长

假期间，发生火灾 13 起，同比下

降 45.8%，未发生较大和人员伤

亡火灾。此外，在交通秩序方面，

10 月 1 日至 7 日， 共出动警力

5374 人次，警用车辆 2814 台次，

一般以上交通事故较去年同期

下降 54.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全市刑事发案数较去年同期下降 20.61%

本报讯 10 月 8 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国庆长假期

间，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超千万

辆， 日均约 165 万辆， 同比增长

9.64%。

目前， 贵州省高速公路里

程已突破 6800 公里， 城际和省

际间已形成多通道， 路网结构

逐渐合理， 以往假日期间高负

荷运行的沪昆高速、兰海高速、

银百高速、 厦蓉高速、 贵黔高

速、贵瓮高速，在国庆长假期间

通行都较为顺畅， 拥堵时长下

降，拥堵点段减少。 除沪昆高速

清镇段拥堵发生率最高、 西江

及黄果树收费站通行受限外 ，

其余各主要路段、 各省界收费

站、 主要城市周边收费站秩序

良好，未出现长时间、大面积交

通拥堵情况。

据统计， 国庆长假期间，贵

州省公路累计发送旅客 132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0.07%。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超千万辆

贵阳消费市场

购销两旺

本报讯 国庆长假期间，贵

阳市各区（市、县）旅游市场火爆。

经初步测算，观山湖区累计

接待游客 107.3 万人次，同比增

长 26.05％； 实现旅游收入超 8

亿元，同比增长 35%。 国庆长假

期间，该区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

充足，文艺活动丰富多彩，全区

各级各部门积极组织开展了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主题灯

光秀、文艺演出、诵读活动和书

画展览等， 这些活动内容创新、

形式多样，既表达了对祖国真挚

的情感，又营造了浓厚的爱国氛

围，吸引了众多游客。

南明区累计接待游客 80.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12%；旅游

收 入 16.3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1.13%。 据统计，国庆长假期间，

南明区甲秀楼景区共接待游客

1.56 万人次；阿哈湖国家湿地公

园共接待游客 9.21 万人次；河

滨公园共接待游客 10.3 万人

次。 其中，10 月 5 日、10 月 6 日

两天， 南明区接待游客量最大，

分别接待游客 15.69 万人次 、

16.01 万人次。

花溪区共接待游客 240.6 万

人次，同比增长 26.5%；旅游收入

116830.9 万元，同比增长 35%。其

中， 青岩古镇旅游人数达 21.55

万人次，旅游收入 3130.89 万元；

天河潭景区旅游人数达 19.99 万

人次，旅游收入 656.31 万元。 为

确保游客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

之放心、娱之开心、购之称心、游

之舒心， 花溪区将安全保障列为

假日旅游工作的首要任务， 节前

专门举行了文化旅游安全生产和

市场监管秩序工作会议， 作出周

密部署。

清 镇 市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26.47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32.54%； 实现旅游收入 2.46 亿

元， 同比增长 36.5%。 国庆长假

期间，自驾游、短线乡村游最受

青睐，清镇市旅游市场运行安全

稳定， 旅游经济指标稳步提升。

其中，寻味贵州举办了“2019 中

国餐饮大会暨贵州（清镇）第三

届生态美食文化节” ，吸引 46.7

万人次前来游玩，实现旅游收入

2052 万元；红枫湖等景区凭借旅

游资源优势，继续发挥着龙头景

区带动作用。

息烽县旅游市场火爆，全县

共接待游客 94.67 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 8.38 亿元， 同比增长

30.9%。 息烽县接待游客以自驾

游客为主，来自重庆、成都、长沙

及省内其他市（州）的自驾游游

客成为该县消费旅游市场主力

军。 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

馆、息烽温泉疗养院、美丽南山

田园综合体 3 个核心景区游客

较多。 其中，息烽温泉疗养院接

待 5.32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27.17%；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

念馆接待 5.04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38.26%。

修文县共接待游客 88.12 万

人次， 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8.2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7.58%和

35.54%。 为做好国庆长假期间旅

游各项工作，修文县早安排、早部

署， 召开全县国庆黄金周工作安

排会议，出台了《修文县旅游行

业保安全保稳定迎大庆暨 “十

一” 黄金周假日旅游工作方案》，

积极动员和指导各旅游景区等开

展氛围营造工作。

（叶舒 杨厚信 赵松 宋安

慧 李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尹香力 詹燕 杨婷）

各区（市、县）旅游市场火爆

图为游客在黔灵山公园拍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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