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一个穿着萌萌哒的

“大熊猫” 衣服的彩民出现在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领奖大厅，领取他的“幸

运大礼”———大乐透 1000万元头奖。

7 月 3 日晚，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

19076期开奖， 本期全国共 5 注一等

奖，分别在贵州、浙江、海南、广东、上

海开出。 其中贵州中出的一注千万大

奖出自铜仁市碧江区一彩票网点的彩

民田先生。

田先生是个老彩民了，据其介绍，

在其 10 多年的彩民生涯里，总计投入

了 30 多万元。 最近，田先生看到贵州

有多人中取千万大奖， 他似乎也有了

感觉， 几乎每期都是投入几千元购买

彩票，两个多月下来，也投入了 7 万多

元，最终幸运女神找上门来。

领取幸运大奖后，当田先生了解到

贵州省体育发展基金会在西部青少年

体育助训、 革命老区县级体校体育助

训、学校体育器材捐赠、体育进社区、体

育拥军等方面的作用后，自愿向该基金

会捐赠了 1万元。 （本报记者）

铜仁彩民

领取千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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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调整的公告

尊敬的碧桂园·贵安 1号天邸 39#楼业主：

我司基于提高商品房使用价值和使用感

受的考虑， 现需对您购买的商品房进行规划

设计调整（包含但不限于对商品房结构形式、

户型、空间尺寸、朝向的调整）。我司将具体的

规划设计调整内容已于现场公示， 请您明确

知悉我司对该商品房全部规划设计调整内

容， 公告截止时间 2019 年 7 月 25 日， 详询

18286190416。

特此公告！

贵安新区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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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贵州金融城

稀有 120-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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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即将来临，北京茅台收藏馆在天怡豪生大酒店

七层黄杨厅举行的老酒鉴定变现活动，推出“浓情夏日·

四重好礼” 活动。 活动期间，凡是拿老酒到现场鉴定的

市民，都可获得一份精美小礼品；凡是现场将老酒变现

金额在 1 万元（包括万元）以上，可获得 500 元现金奖

励； 凡是变现成功的市民将此信息发至微信朋友圈，可

以额外再获得 100 元现金奖励；凡是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成功变现，老客户可以获得 200 元现金奖励。

夏季老酒易挥发 及时“体检” 不可少

夏季由于气温高，湿度大，往往是老酒最容易发生

跑酒的时节，所以这个时节，老酒保存有一些特别注意

事项。 建议市民最好及时对家中的老酒进行一个全面

“体检” ，因为老酒一些细微的破损和跑酒情况，如果不

经过专业鉴定，往往不容易发现，市民一旦发现往往悔

之晚矣，造成很大经济损失。今年夏季，收藏馆总结多年

以来的经验，推出此次特别活动，一方面想借此机会提

醒有老酒的市民注意保存，另一方面想让在此期间变现

的市民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恭候市民前来 惊喜好礼等你领

收藏馆推出的这次活动有四重好礼，每一项都是实

实在在。 特别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收藏馆独有的品牌优

势，比如在价格上全国较高，在收购方式上以多种模式

交易确保市民省心放心，在服务上周到细致等等，将继

续发扬。 力争给予每一位前来的市民充满情感与关爱的

归属感。

炎炎夏日，拿上老酒，到收藏馆请专家看看，坐一

坐，品品茶，和专家聊聊天，这么舒心惬意的事，何乐而

不为？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

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展“浓情夏日·四重好礼”活动———

进店有礼品 变现价更高 转发朋友圈有奖励

本报讯 2019 贵阳国际马拉松

赛（以下简称“贵马” ）取得了圆满

成功，7 月 16 日， 赛事组委会举行

了总结会议。 本届赛事实现了经济

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推动了全民

健身运动的发展，并通过电视、网络

直播等展示了贵阳作为 “千园之

城” 山水美景和以生态为特色的世

界旅游名城的独特魅力。

据第三方公司对 2019 贵阳国

际马拉松进行数据调查分析显示，

本届贵阳马拉松比前五届更受欢

迎，25000 个参赛名额两天全部报

满，其中有 55.53%的选手来自省外

及省内其他市（州）。 在参赛期间，

75.72%的外地参赛选手携带家人或

朋友抵达贵阳， 平均一个选手的陪

同人员达到 1.83 人，在贵阳的过夜

平均天数达到 1.81天。 29.26%的跑

友选择入住南明区酒店，28.55%跑

友选择入住观山湖区酒店， 赛前一

晚，南明、云岩、观山湖区酒店全部

爆满，一房难求。 经初步测算，在贵

阳国际马拉松赛比赛期间， 跑者的

交通、住宿、餐饮、观光购物等消费

直接构成赛事促进的直接经济消

费， 其中外地参赛选手平均消费

2504 元 / 人，贵阳市本地选手平均

直接消费 631元 /人。经统计，通过

举办贵阳国际马拉松赛， 直接带动

贵阳市体育旅游消费达到 7338 万

元。 由直接经济影响引发的次级社

会消费影响， 按照世界旅游组织公

布的资料， 体育旅游的消费乘数效

应将不低于 5， 即每 1 元钱的直接

经济消费将带动社会消费 5 元，

2019 贵阳国际马拉松赛的举办，累

计将带动社会消费近 3.5亿元。

在赛事体验方面， 跑者体验感

相较 2018年有明显提升。今年组委

会对赛道线路进行了优化， 并且减

少了折返点， 给参赛选手带来较好

体验的同时尽量降低赛事对城市交

通和市民出行的影响。 赛道跨越观

山湖区、白云区、高新区，途经观山

湖公园、阅山湖湿地公园、贵阳喀斯

特公园、泉湖公园等，向选手充分展

现了贵阳“千园之城” 的自然美景

和体验了以生态为特色的世界旅游

名城的魅力。

本届赛事由于竞赛组织工作合

理有序，全程马拉松男子、女子均打

破 2016年以来贵阳马拉松赛记录。

各年龄段的参赛选手平均成绩也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 全马平均提高超

过 25分钟， 半马平均提高 5 分钟。

与此同时， 本次赛事完赛率创造了

贵阳马拉松完赛最高纪录， 并达到

国内马拉松赛较高的水平。 全程男

子完赛率为 98.15%，全程女子完赛

率为 95.86%， 半程男子完赛率为

98.37% ， 半 程 女 子 完 赛 率 为

96.79%。总体完赛率比 2018年提高

了 14.05%。

在安全保障方面， 比赛当天共

出动安保交通执勤警 2580 人，安保

员 2480人，消防人员 500 余人。 医

疗保障方面，市卫健局牵头，搭建了

由医院、救护车、现场医疗站、骑行

救护队、医疗志愿者、急救跑者、贵

州蓝天救援协会等组成的医疗救援

保障体系。 赛事期间，共送院救治 6

人（当日 5人出院，1人次日上午出

院）， 实现了本次赛事医疗保障零

事故， 创造了贵阳马拉松举办史上

伤员送院救治人数最少的记录。 志

愿服务保障方面， 团市委牵头从贵

州职业技术学院和贵阳护理职业学

院招募志愿者 3024名，分别服务于

博览会、起终点、赛道的各个岗位。

志愿者良好的精神面貌及热情周到

的服务，获得了运动员的一致好评，

为贵阳马拉松打造了一张靓丽的新

名片。

据统计， 跑者对赛事各方面体

验分值从 2018 年平均 7.1 分，上升

为 8.2分。 丰富的补给、贴心周到的

服务赢得了广大跑者的盛赞。

与此同时， 本次赛事在市文化

和旅游局、十个区（市、县）、高新区

以及赞助商的支持下， 在起终点和

赛道沿途共设置了文艺展演活动近

50 个，涵盖音乐加油站、舞龙舞狮

以及啦啦队表演等群众互动、 赛道

补给和传统表演等多种形式。 增强

了赛事氛围及市民互动， 让参赛者

感受到贵阳人民热情友好的精神风

貌和整座城市满满的诚意。

统计结果表明， 全市体育锻炼

人口由 2014 年的占常住人口 34%

增加到 2018年的 37.5%。 每年超过

300 场的群众体育赛事， 每年数以

万计市民加入到路跑及马拉松赛的

行列， 推动贵阳全民健身运动的开

展，使运动作为一种时尚、一种健康

的生活方式日渐深入人心， 成为这

座城市最靓丽的风景。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弘扬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贵阳国

际马拉松赛组委会对市政府办公

厅、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

局、市应急局、市体育局、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市公安交管局、市气象

局、市无线电管理局、市消防支队、

团市委、白云区政府、观山湖区政

府、高新区管委会、市旅文集团、市

轨道集团、市公交集团、中天金融

集团等 21 个作出突出贡献单位给

予表彰。 为把贵阳打造成“中国夏

季马拉松名城” 以及将贵阳国际马

拉松赛打造成生态特色鲜明的“中

国夏季马拉松第一品牌” 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杜立）

2019年“贵马”:口碑经济双丰收

各方面体验分值上升为8.2分；累计将带动社会消费近3.5亿元

2019“贵马”开赛资料图

本报讯 从 7月初开始，在黔西

南州出现首次轻微交通违法行为，

朋友圈认错集 20个赞可免受处罚。

7 月 16 日，记者从黔西南州公安交

警支队获悉此消息。

据介绍，为积极开展交通违法

大整治专项行动，在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10月 31日， 对于首次轻微的

交通违法行为，黔西南州公安制定

了两种处罚方式，其中一种是违法

者在朋友圈发文认错集赞，可免受

处罚。

首次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包

括，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

险标志；未随车携带行驶证或驾驶

证；外地机动车因不熟悉道路驶入

禁行路段；机动车行驶时，乘坐人

员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等。

出现上述等行为，只需将文字

信息 “我在 xx 地因 xx 违法行为

被交警拦下，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行为，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遵

守交规，请各位帮忙点赞，传递文

明交通意识，安全规范行车。 ” 发

布至本人微信朋友圈， 并收集到

20 个点赞后， 可免于本次违法行

为处罚。

此外，如果有违法者不接受朋

友圈认错集赞的处罚方式，交警将

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本报记者 罗林）

发朋友圈认错集赞 轻微交通违法可免罚

黔西南州整治交通出新规———

■新闻速递

本报讯 7 月 15 日， 贵阳市 2019

年“万名青年看贵阳———青年学子交

流观摩活动” 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出征仪

式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

据悉，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贵阳市

委主办，共青团清镇市委、清镇市农业

局、清镇市红枫湖镇人民政府、贵阳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协办。

出征仪式结束后， 青年们前往红

枫湖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红枫湖镇

芦荻哨村江田智联精品果蔬项目种植

基地及清镇“中华茶博园” 进行实地

观摩，认真了解了诚信建设、乡村振兴

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相关情况。

本次活动让筑城青年开拓了视

野，对准确把握贵阳市产业发展动态，

激发产业投资内生动力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引领青年积极投

身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

（杨厚信 本报记者 邓丽娜）

“万名青年看贵阳———青年

学子交流观摩活动” 举行

开拓筑城青年视野

把握产业发展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