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市“全民健身富美乡村” 第六站、第七站举行

本报讯 10 月 19 日，2019 年贵

阳市“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富美乡

村” 第六站在修文县六屯镇大木村

举行；10月 20日， 第七站在南明区

永乐乡举行。

在大木村， 市民朋友们一起走

进红色文化地追寻红军长征的足

迹，采摘原生态猕猴桃，前往阳明文

化园学习阳明思想文化， 充分享受

体育文化 +乡村游的乐趣。 活动健

步赛道全程 3 公里，不计时。 当天，

参赛选手身穿白色活动服， 从大木

村银杏树广场出发，走过村庄，向着

湖边走去，在红色跑道上围湖一周，

过大木村水车，最后又回到起点。 最

后， 参赛选手们一起乘车前往阳明

文化园参观学习。

在永乐乡， 近 200 名健身爱好

者在万亩桃林中健身、漫步，充分享

受体育 +乡村游的乐趣。 活动通过

在永乐乡水塘村参观李端棻墓及纪

念馆，缅怀、重温历史先贤加深参赛

者对家乡的热爱， 并充分利用水塘

村万亩菜园和万亩果园基地将健步

赛道融入乡村田野间， 吸引参与者

走出家门走进乡村，锻炼身体，体验

乡村特色田园风光。

据了解，2019 年贵阳市 “共享

新时代·全民健身富美乡村”系列将

举行 10场活动。 该系列活动是贵阳

市 2019年“共享新时代·全民健身

贵阳行”系列惠民活动中的一项，除

“富美乡村” 系列，还包括“欢乐社

区” 系列、“山地户外赛事” 系列、

“周末业余联赛” 系列、“特色赛

事”系列，此五大系列活动举行时间

覆盖全年，全民皆可参与。

活动由贵阳市委宣传部、 市体

育局主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羊肉粉 10 至 13 元、 牛肉粉 10

至 12 元、 肉末粉 9 至 11 元……近

期，随着肉价上涨，各种肉类粉面也

悄然上涨，引发市民热议。

价格究竟如何？ 10 月 21 日，记

者分别走访了南明区、白云区、观山

湖区近 30 家粉面馆。 其中，有半数

商家已经涨价， 而一些商家表示需

要再看看市场趋势决定是否涨价，

个别商家则表示不会涨价。 提价的

商家认为，原材料成本增加、房租上

涨、人工成本是涨价的主要原因。

“涨了快 1个月了， 都是羊肉

粉，每家的价格都不一样。 ” 上午 8

时许， 姚军在白云区北尚华城的一

家遵义羊肉粉馆吃粉。他发现，最近

贵阳的羊肉粉价格每家都不太一

样，以前一碗 10 元，现在有 12 元、

13元一碗的。 总的来说， 价格上涨

了，但肉还是那几片。

在北尚华城附近，记者走访了 4

家羊肉粉馆，其中 2 家遵义羊肉粉、

一家水城羊肉粉、一家黔西羊肉粉，

但是几家羊肉粉的价格从 10 元到

12元不等。同为遵义羊肉粉，就小碗

而言，一家 10元，另一家 11元。

一家遵义羊肉粉馆老板表示，

开业两年以来，从来没想过要涨价。

如果贸然涨价的话， 很多顾客可能

不愿意接受。 另一位涨价的老板则

说，他家涨价有三个月了。

在观山湖区， 涨价的商家均坦

言，房租、原材料、人工工资等经营

成本增加，只能通过涨价才能营利。

涨价的同时，量并没有减少，可有些

顾客并不理解，导致生意受到影响。

以羊肉粉为例，记者注意到，在

观山湖区的众多羊肉粉馆中， 一家

水城羊肉粉的价格是单碗 13 元，与

其他店家的羊肉粉相比， 他家的价

格较高，加一份羊杂也要 8元。

“以前就是 12元， 现在我们的

鲜羊肉是 52元每斤。 ”老板万先生

说，他家只是羊肉粉和羊杂粉涨了 1

元。因为羊肉的原材料全部是水城本

地的黑山羊，每斤比以前贵了 6元。

同时， 记者也看了店里羊肉的

进货单， 单价确实是 52 元每斤，相

对于其他商家而言， 羊肉每斤要贵

10多元。万先生介绍，加上服务员的

工资和其他各种费用， 他家也是综

合考虑才涨的价。

“他家的粉味道不错，涨 1 元还

是能接受的。”尤先生是这家水城羊

肉粉店里的老顾客， 对于涨价一事

表示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另一家

花溪牛肉粉店，素粉涨到了 7 元，加

粉 2元，加筋 7元。

市民魏女士说， 近期猪肉价格

居高不下，猪肉类粉面也纷纷涨价，

真是让人们“且吃且珍惜” 。

在记者走访的区域中， 猪肉类

粉面普遍上涨了 1元，其中肉末粉 9

至 11 元，脆臊粉 10 至 11 元。 商家

表示，猪肉价格上涨，他们生意也不

好做，只有提价才能保证正常经营。

“不到万不得已，不涨价，不能

赚昧良心的钱。”蔡家街遵义豆花面

的老板郑女士说， 她家粉面上个月

涨了 1 元，“店里用的肉是精瘦肉，

但最近成本增加，营业额减少，顾客

也没有以前多。 以前每天要用 30多

斤瘦肉，卖 60 多斤面，现在所有的

都减半，如果一直涨下去，有可能真

的面临关门。 ”

个别商家表示， 暂时没有涨价

的想法。 一些说要看看行业整体趋

势，一些则表示坚持不涨价，涨价会

面临顾客减少等系列问题。

“猪肉类粉面涨 1元能理解，一

般的羊肉粉就不能接受了。” 在采访

中，多位市民表示，目前猪肉价格走

高，商家涨 1 元也还合理，但素粉一

般是 5元，涨到 6元不能接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成虹飞

针对各地粉面涨价的问题，记

者分别咨询了各个区的市场监督管

理局。 其中，白云区和南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商家的

经营行为属于自主定价， 定价的范

围由其自主决定。 观山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则表示， 会进

一步核实此事。

同时， 记者从贵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了解到， 商家的经营行为属

于自主定价，不属于政府定价，定价

的范围由其自主决定。 如果确实存

在商家集体哄抬价格、 扰乱市场的

行为， 市民可以拨打 12315 市场监

督管理热线反映。

此外，贵阳市发改委价格和收费

处工作人员也表示，商家的涨价行为

属于市场调节价， 由商家自主定价，

不由价格部门定价。 ■成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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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供电局

24小时供电客户服务热线

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

https://95598.gz.csg.cn/

为了提高电网供电质量，贵阳市 2019 年 10 月 28 日—10 月 31 日将对以下线路进行

计划检修停电，请广大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对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温馨提示:一周停电早通知

花

溪

区

域

10月 29日

9：00-19：00

1、10千伏紫三线花建五队开关箱花建五队主出

012开关后段线路；2、10千伏养南线九龙花园开关

箱九龙花园主出 012开关后段线路；3、10千伏养旗

线空办开关箱空办主出 012开关后段线路；4、10千

伏溪塘线 3011开关、大将路开关箱大将路主进 011

开关之间区段线路

从伟房开、南大街加油站、南馨桂馥、南桥紫苑、

博士花园等片区

10月 28日

08：00-19：00

10千伏紫三线政府门口开关箱政府门主出 012开关至

10千伏紫三线 3537加油站开关箱 3537加油站主进 011

开关区段

牛马市 5号变、阳光小学、3537厂宿舍区片区

10月 29日

08：00-18：00

10千伏岩马线 #277杆 5027开关至 10千伏岩

马线 #377杆 5029开关区段线路

花溪区青岩镇牛皮箐、平山、白沙井、马鞍山片区

10月 31日

09:30-18:00

龙洞变旁 7021号箱式开关至筑东变旁

7022号箱式开关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10月 30日

09:30-17:30

10千伏龙谷线 709C开关后段

贵阳市邮局、二堡照明、移动通讯、贵州省机场集

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

公司、花溪小碧二堡砂厂、贵阳市南明区小碧乡布

依族苗族乡二堡村民委员会

双

龙

区

域

10月 29日

08:30———18:00

10千伏孟司线孟花大道 01号环网柜

003号开关后段

贵阳市轨道交通上海宝冶二号线、机场路灯、上海宝冶集团有

限公司贵阳市轨道交通 2号二期工程项目部 4号变、 东升线

缆厂、市政设施服务中心小碧立交桥三角花园景观变、东客站

安置房、公路集团东站路施工、东站路黑丫口隧道 4号、东站

路黑丫口隧道 1号、东站路黑丫口隧道 2号、东站路黑丫口隧

道 3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销售分公司、下拉

槽 4号变东客站抽水站、贵阳市水利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贵阳市水利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收费站）、贵州团结仁智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宝

冶地铁二号线新光酒店旁施工专用箱变、贵阳市轨道交通上

海宝冶二号线 、机场路灯、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市轨

道交通 2号二期工程项目部 4号变

10月 30日

08:00-22:00

10千伏贵师线站内 039-605开关

停电

区域

停电日期及

时间（小时）

停电线路 停电影响的主要路段及客户

两

城

区

域

10月 28日

08:00--22:00

10千伏瑞园线站内 034-01#环网柜 011-3232

开关

瑞金北路、 北新区路部分区域 中国民航贵州省

管理处、海兰浴业、新业房开、供销汽配厂

10月 29日

09:00--20:00

10千伏贵九线 04号环网柜 012-5221#开关区段

巫峰路部分区域 刘鲁、科辉制药

10月 29日

09:00-20:00

10千伏吉西线 5592号环网开关后段

百花山路、巫峰路部分区域 金狮巫峰Ⅱ期

电台街、省府路周边区域：邮电医院、灵达房开、

电台街变、贵阳二中、中东房开、幼师变、贵阳十

九中、省府路变、升远房开、司法厅、物价局、物

资局、省委房开变、省政府变、新进房开、粮油公

司等

10月 29日

09:00-18:00

10千伏青园线模具厂变

花溪大道部分区域：模具厂变等

小

河

区

域

10月 29日

09:00-18:00

10千伏青玉线新世纪房开变

玉溪路部分区域：新世纪房开变等

10月 29日

09:00-18:00

10千伏兴体线润丰房开变

体育路部分区域：润丰房开变等

10月 29日

09:00-18:00

10千伏沙调线马槽井 2#变

朝阳洞路部分区域：马槽井 2号变等

10月 30日

09:00-18:00

10千伏渔龙线红岩 3组变

红岩路部分区域：红岩 3组变等

10月 31日

09:00-20:00

10千伏富源线

富源北路、富源中路、东站路、富兴巷：公交公

司、特殊钢、下岩角变、金龙房开、布达拉宫变、

东泓地产、东二环建设指挥部、森林公园打水

房、油舒粮店、锦城房开、兴源保险、云关家具、

岩脚建材厂、土产公司、百货仓库、针纺仓库、

鸿佳房开、南明砂场、舒家寨、省药材公司、供

销储运公司、倒岩路、消防支队、三十二中、煤

炭厅变等

孟关片区：改毛村委、中国石油贵州销售公司

10月 30日

08:30———18:00

10千伏甘井线绅缔房开 06号环网柜

012开关至 10千伏甘井线 -10千伏青

惠线 3c10号联络开关

花溪大道沿线：中铁八局集团电务工程公司、

电建一公司

10月 31日

09:00———20:00

10千伏中拖线 810号环网柜 8104号

开关后段

黄河路片区：电机厂宿舍、四号路、驰峰房开

10月 29日

09:30-16:00

10千伏笋云线贵阳学院分支 9032号

开关至 10千伏笋云线 -10千伏龙永

线 7710号联络开关

双龙亮丽工程贵阳学院专变、前进学校、贵阳学院

C地块施工变、贵阳学院 A地块施工变、贵阳学院

B地块施工变、 贵阳合力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贵州省红十字会、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贵州省管理中心、贵阳市南明区民政局

本报讯 10 月 21 日，2019 贵州

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暨 2019 年中

国足球名宿辅导团贵州站启动仪式

在都匀国际足球小镇举行。 来自全

省九个市州共 29 支队伍近 700 名

运动员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一

较高下。

本次大赛由贵州省体育局主

办，赛程为期 7天。 大赛竞赛项目分

为 男 子 组 ：U13-U15 组 别 、

U16-U19 组别； 女子组：U13-U15

组别、U16-U19 组别。 比赛采用分

组单循环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

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是贵

州省规模最大的单项足球赛事，也

是全省青少年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展

示技艺的最高平台。 以此为契机，中

国足球名宿辅导团也来到了贵州，

在接下来的 5 天里将在都匀、贵阳、

遵义为当地的学校、青训机构、俱乐

部带来专业的青训指导和讲座。

中国足球名宿辅导团贵州站辅

导团由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俊生、原中国足协副主席、技术委

员会主任容志行、 原国家男子足球

队主教练戚务生、 原国家女子足球

队主教练马元安、 中国职工足协主

席迟尚斌、原中国足协技术部、国管

部主任李晓光 6人组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昨日开赛

商家：原材料成本、房租、人工成本增加；监管部门：商家经营行为属于自主定价

贵阳粉面价格因何悄然上涨

商家无奈

市民看法不一

粉面涨价

属商家自主定价

■监管部门回应

健身爱好者 乡村健步走

中国足坛多位名宿

前来助阵

中国足球名宿辅导团为贵州足球小

将做技术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