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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国际马拉松 今起报名

截止时间为 6月 28日，可通过官方微信号等方式报名；7月 15日开跑

本报讯 6 月 18 日， 记者从贵阳

市体育局了解到，2017 贵阳国际马拉

松报名正式开始， 市民可通过贵阳国

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号等方式进行报

名。 据悉， 本次马拉松比赛将于 7 月

15 日在贵阳市的观山湖区举行，起点

设在贵阳奥体中心广场。

此次， 中国贵阳夏季马拉松比赛

的项目分为全马（42.195 公里），半马

（21.0975 公里），迷你马拉松（3.5 公

里）。 饮水站自起点开始，每间隔 5公

里设置一个饮料站， 每间隔 2.5 公里

设置一个供水／用水站。 比赛将于 7

月 15 日上午 6:30 在观山湖区举行，

根据赛事奖励办法以及成绩要求，马

拉松的男女组第一名最高可获得

30000 元人民币， 半马的男女组最高

可获 10000元。

估计赛事规模约有 2.5 万人参

加，其中马拉松 5000 人，半程马拉松

10000 人， 迷你马拉松 （3.5 公里）

10000人。届时参赛人员将从贵阳奥体

中心广场出发，途经云潭南路、石林东

路、金阳南路、观山东路（折返点）、黔

灵山路等 30余条路段，最终返回奥体

中心广场。

目前， 马拉松的报名工作已全面

启动，报名时间从 6 月 18 日上午 9 点

开始， 报名截止时间为：6 月 28 日下

午 6点。 市民可通过贵阳国际马拉松

官方微信号进行报名， 同时还可通过

官 方 网 站 http：//www.gymarathon.

com，以及安装官方指定 APP“佰家运

动”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后，7月 12日

至 14日，参赛运动员可到贵阳奥体中

心领取比赛的相关物品。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 贵州

省体育局、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贵阳

市体育局、 贵阳市旅游产业发展委员

会、观山湖区人民政府承办。

（本报记者 陈华文）

（一） 马拉松线路 （42.195 公

里)：

贵阳奥体中心广场（起点）—

云 潭 南 路—石 林 东 路—金 阳 南

路—黔灵山路—长岭南路—阳关

大道—黔灵山路—金阳南路—观

山东路—观山东路折返点（折返）

—观山东路—金阳北路—林城东

路—林城东路折返点（折返）—林

城东路—石标路—金朱东路—金

朱东路路口—金朱东路—金朱西

路—金朱西路折返点（折返）—金

朱西路—金阳北路—金阳北路折

返点（折返）—金阳北路—金朱东

路—石标路—林城东路—林城西

路—龙潭坝路—云潭北路—观山

西路—观山西路折返点（折返）—

观山西路—云潭南路—贵阳奥体

中心广场（终点）

（二）半程马拉松线路（21.0975

公里）：

贵阳奥体中心广场（起点）—

云 潭 南 路—石 林 东 路—金 阳 南

路—黔灵山路—长岭南路—阳关

大道—黔灵山路—金阳南路—观

山东路—观山东路折返点（折返）

—观山东路—金阳北路—林城西

路—云潭北路—观山西路—观山

西路折返点（折返）—观山西路—

云 潭 南 路—贵 阳 奥 体 中 心 广 场

（终点）

（三） 迷你马拉松线路 （3.5 公

里）：贵阳奥体中心广场（起点）—云

潭南路—石林东路—金阳南路—翠

柳路与奥兴路交叉路口（终点）

三项比赛线路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上午， 贵州省第

二届“贵安杯” 青少年 3D 打印创意设

计大赛落幕，大赛以“航空航天器” 为主

题，今年 5月正式启动，经历了 1 个月的

激烈角逐，700 余学生在全省学生的较

量中脱颖而出，收获大奖。

6 月 17 日的决赛环节里 , 各大、

中、 小学学生齐聚贵安新区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 , 通过实体展示和口头演

讲等方式对自己创作的作品进行了介

绍， 最终由专家评委团评分选出优秀

作品，共计一等奖 211 名，大学组获奖

61 名， 高职组获奖 31， 中职组获奖

102 名，高中组获奖 171 名，小学组获

奖 158 名。

一张张自己想象设计的图纸变为一

个个活灵活现的实物模型， 不由得引来

大家的称赞与感叹。

（实习记者 张晨）

“贵安杯” 青少年 3D打印创意大赛落幕———

七百学生娃 3D打印作品获奖

本报讯 6 月，消费者旺盛的购买

力，推动电商平台销售高增长。

6 月 18 日，苏宁易购发布年中庆

战报：当天凌晨 1点，线上订单量同比

增长 398%；早上 6 点，超过去年全天

销量； 第一单在北京送达， 用时 9 分

23秒。 大家都买了些什么？ 苏宁大数

据显示： 东北贼热， 空调销售暴增

1629%；剁手族爱上健康养生食品，坚

果销量同比去年增长超 300%；上海妹

子最“有料” ，C罩杯内衣最畅销。

18 日零点全面爆发后，线上销售

仅用时 18分钟，就超过去年凌晨 2 点

的战绩。夜里剁手，手机等移动终端设

备是主战场。 18 日的第一个小时内，

有超过 89%的消费者在移动端下单。

苏宁易购 4000 家门店同步发力，6 月

17日 18点 23 分就超越去年同期年中

大促整体销量。 （本报记者）

18 日早上 6 点超去年全

天销量

苏宁易购

发布年中庆战报

本报讯 明日起，贵州省科

技专家库面向全省征集专家人

才，省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等各类人才， 均可向专家库填

写信息， 申请成为专家库入库

专家。

据悉，本次征集活动，面向

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

其他社会团体、行业协会、投融

资机构等公开征集技科技、产

业、经济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专

家。 征集时间从 6 月 20 日持续

到 7 月 30 日。

进入专家库的人才需从事相

关领域工作 5年， 具备高级职称

或相当资格， 熟悉行业领域的科

技、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等要求。目前，贵州省科技专

家库已有各领域专家人才超

2000 人，专家人才将在我省的科

技创新中起到引领示范和咨询作

用。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我省科技专家库

公开征集人才

征集持续到 7 月 30 日

学生在参赛中

马拉松线路

本报讯 6 月 18 日， 两位古

琴大师应贵阳孔学堂邀请， 首度

相聚内地，联袂演出，再续前缘。

�� � 两位大师分别是姚公白，吴

自英。姚公白客居香港，吴自英定

居美国西雅图， 二人是相识多年

的知音挚友，一别近三十年。2015

年因缘际会， 二人曾在香港联袂

演出。此番聚首贵阳，也是分别之

后首次在内地重逢，实属难得。当

晚，两位大师分别弹奏了《忆故

人》、《乌夜啼》等经典琴曲。 当

晚， 贵阳晚报新闻资讯客户端—

“ZAKER 贵阳” 也对整场活动

进行了视频直播。 �

（本报记者 李韵）

古琴大师

聚首孔学堂

扫描二维码 观看视频

两位大师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