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截至 9月底，黔东南州

锦屏县 4050名农村 80 岁以上高龄

老人， 全部领取到今年上半年高龄

补贴共 126 万元，为老人们“老有

所养”增添了“砝码” 。

据介绍， 锦屏县高龄补贴发放

标准为：80———89 周岁， 每人每月

发放 50 元；90———99 周岁，每人每

月发放 100 元；100 岁及以上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 200元。

平秋镇石引村三组 93 岁的老

人罗玉梅说：“养老金加高龄补贴，

每个月领到手有 100 多块， 能给孩

子们减轻负担， 政府确实为我们老

年人着想啊。 ”

今年以来， 锦屏县严格按照程

序开展高龄老人补贴审核发放工

作，确保发放对象底子清、资金发放

足额及时。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9 月以来， 麻江县下

派农业、林业等 28 个部门的局长

（书记、主任）驻村，明确为村脱

贫攻坚小分队队长， 当起了 “村

长” ，负责全村脱贫攻坚工作。

据了解， 该县同时还抽调

1035 名干部驻村，实施“联村包

组”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旨在

扎实推进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联村包组” 人员在村脱贫攻

坚小分队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

作，负责入户开展摸清家底、解决

困难、联络亲情；负责摸清本村、

本包保小组 2018 年减贫摘帽工

作中存在的短板，落实好县、乡、

村各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补

齐短板， 确保如期实现 “减贫摘

帽”目标任务。（程有荣 吴如雄）

2018�年10月11日 星期四

综合

ZONGHE

A

05

编辑／版式 鞠平 校对／ 蒋珺

本报讯 10 月 10 日，记者从清

镇市获悉，作为“美丽中国” 马拉松

系列赛，“美丽中国” 四季贵州

2018 贵阳·清镇半程马拉松将于本

月 28日在清镇举行。

“美丽中国”马拉松系列赛是国

家体育总局田径管理中心打造的

“中国”主题赛事之一。作为其中的

系列赛,2018 贵阳·清镇半程马拉

松由中国田径协会、贵阳市体育局、

清镇市人民政府主办， 旨在将贵州

文化旅游项目整合， 实现跑爽一个

贵州、 穿越一个贵州、 玩嗨一个贵

州、品味一个贵州、乡愁一个贵州，

打造贵州“旅游项目产业化” 。 同

时，以赛事为契机，展示清镇市良好

的生态环境、 极具民族色彩的旅游

文化、自成一系的美食元素，推动清

镇市大生态、大旅游、大扶贫事业的

发展， 提升清镇在全省乃至全国范

围内的知名度、美誉度。

清镇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

赛事将是“文化 + 体育 + 旅游” 融

合发展模式的有力践行，通过赛事，

将自然风光、文化资源、发展成果、

生态建设、 乡愁文化等优势资源提

升转变为旅游资源；以“文化 + 体

育 + 旅游” 的全产业链条服务，策

应消费升级，倡导全民健身，打造高

端赛事 IP，激活清镇全域全要素旅

游资源， 促进清镇旅游服务业转型

升级， 助力世界旅游名城以及国际

山地旅游目的地建设， 奋力谱写新

时代“绿美清镇”发展新篇章。

赛事由四季贵州冠名，将于 10

月 28日 8点起跑，全程 21.0975 千

米，设半程马拉松和欢乐跑。半程将

从清州大道(四季贵州)起跑，将途

径职教路、滨湖路、云岭中路、云站

路、乡愁大道（折返）、龙凤大道、龙

凤大桥、将军石路、职教路（折返）、

金清路（折返）、百马大道，终点将

回清州大道(四季贵州)。 欢乐跑全

长 4千米， 将从清州大道 (四季贵

州)起跑，途经职教路、滨湖路，终点

到百花路（时光贵州）。

目前， 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

有序进行， 共预计招募跑者 5000

人，其中半程马拉松项目限 16 岁以

上，限报 2000 人；欢乐跑项目限 10

岁以上，限报 3000 人，参赛选手限

报其中一项，额满即止。线上报名工

作已于 9 月 29 日启动， 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 15 日 18:00 时或单

项额满即止。

（杨厚信 本报记者 张鹏）

“美丽中国”四季贵州 2018 贵阳·清镇半程马拉松将于本月 28 日开赛

招募5000人 清镇跑“半马”

本报讯 10 月 10 日，记者从遵

义市汇川区政府办获悉： 该区近日

发布喇叭河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方

案， 这意味着该公园建设进入实质

性阶段。据了解，喇叭河湿地公园的

湿地主体，包括水库、河流和稻田。

喇叭河国家级湿地公园距遵义

市中心城区约 2 公里， 规划面积

304.27公顷。 该公园内以喇叭河串

联海龙水库、北郊水库，以及沿线稻

田等湿地形成，湿地面积 203.24 公

顷，湿地率为 66.8%。

与之前遵义市已建成的多个湿

地公园不同， 喇叭河湿地公园内的

永久性河流、 水库为饮用水源。 同

时， 还是该市唯一保留着大规模稻

田的湿地公园， 而这些稻田属基本

农田，据称是历史上“贡米”产地。

值得提及的是， 喇叭河湿地公

园规划区内，因长期受到较好保护，

区内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植物

种类丰富，水生环境系统相对完整，

生活着不少于 50种鸟类。 此外，该

区域内目前还较好地保留着清代石

桥、 石碑， 以及较大规模的传统村

落。 （本报记者 黄黔华）

规划面积 304.27公顷，景区保留的水稻田将成亮点

遵义打造“喇叭河湿地公园”

麻江扶贫

28名局长

驻村当“村长”

涉及4050名农村80岁以上老人，金额总计126万元

锦屏给高龄老人发补贴

黔南州罗甸县

百万尾鱼苗

增殖放流

本报讯 近日，黔南州罗甸县在

沫阳镇大小井水域开展 2018 年渔

业增殖放流活动， 共放流鱼苗 139

万尾， 保护水域原生态环境和鱼类

的多样性。

据了解,此次放流活动投入 15

万元资金， 放流草鱼苗 11.5 万尾、

鲢鱼苗 25.5 万尾、 鳙鱼 102 万尾，

共计 139万尾。近年来，罗甸县一些

水域中缺少专食水藻、水草的鲢鳙、

草鱼等滤食性鱼类， 致使局部藻类

和水草生长过度， 水质安全受到影

响。 通过针对性放流，，不断净化水

质，实现生物种群多样性共生发展。

据了解，自 2011 年以来，当地已

连续 8年开展放流活动。 （曾秦）

本报讯 10 月 10 日，六盘水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本月 13 日至

17 日举办六盘水市第二届运动会。

据悉，共有 2498人报名参赛。

据介绍，六盘水曾于 2016 年 8

月成功举办第一届“市运会” ，此后

六盘水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当地

运动会将每两年一届持续举办。

本届运动会将于 10 月 13 日至

17日在凉都体育中心举办。 本届运

动会共设置竞技组和群众组 2 个参

赛项目组别， 竞技组设 11 个大项

213个小项，群众组设 10 个大项 15

个小项。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第 13 届 “天翼杯” 新

闻媒体 Vs 贵州电信围棋对抗赛将

于 10 月 11 日在当代贵州期刊传媒

集团开幕。

一年一度的该项比赛已连续举

办 13 届，已成为贵阳地区传统的围

棋赛事之一，双方实力相当、竞争激

烈，前 12 届总比分电信队以 7：5 领

先， 吸引了媒体和电信行业众多围

棋爱好者的积极关注和参与。 本届

比赛还将组织书画名家现场创作，

成为琴棋书画艺术汇聚的精彩活

动。 （本报记者）

本报讯 10 月 10 日， 第 20 届

“华为手机杯”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贵阳·活力经开专场在贵阳孔学堂

举行。

据悉， 本次大赛由中国围棋协

会、 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主办， 大赛为期一天， 衢州巴格斯

队、上海建桥学院队、浙江昆仑队、

重庆爱普地产队的 24位队员参赛。

最终，衢州巴格斯队 2 比 2 平上

海建桥学院队； 浙江昆仑队 3 比 1

胜重庆爱普地产队。 （谢孟航）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举行

顶尖棋手

筑城对弈

六盘水将举办

第二届运动会

本月 13 日至 17 日

“天翼杯”围棋赛

今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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