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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崖式”降温 贵阳发布寒潮预警
今明两日降温幅度普遍在 8-10℃，最低气温降至 5℃以下
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气象台发
布寒潮预报：昨日白天至明日白天，
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其中毕节市南部和西部、 六盘水市
北部、安顺市北部和东部、贵阳市南
部高海拔地区、 黔南州东部和黔东
南州西部将达到寒潮标准。
受本次寒潮影响， 北部地区气
温下降 4-8℃， 其余地区气温下降
8-15℃，今日夜间大部分地区的最
低气温降至 5℃以下， 北部个别高
海拔地区降至 0℃左右。
具体预报为：昨日夜间到明日
白天，省的西南部边缘多云，维持
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其余地区阴

天夜间到早晨有小雨，南部个别乡
镇有中雨，中北部高海拔地区今夜
将伴有雨夹雪或冻雨，气温明显下
降，北部降幅 4-8℃，其余地区降
幅 8-15℃，22 日夜间最低气温西
南部和 南 部 边 缘 地 区 降 至
8-13℃， 其余地区降至 3-6℃，西
北部高海拔地区降至 0 ℃以下；明
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 省的西南部
边缘阴天间多云，其余地区阴天夜
间到早晨有小雨，北部个别高海拔
地区伴有雨夹雪。
同日， 贵阳市气象台也在 10
时 32 分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随着冷空气向南推进， 今明两日

贵阳市气温将逐步下降， 降温幅
度普遍在 8-10℃，最低气温降 至
5℃以下，中北部地势较高地区最
低气温将降至 4℃以 下 ， 出 现 寒
潮天气过程。
具体预报为：11 月 21 日夜间
到 22 日白天，阴天，夜间到早晨有
小雨， 各地气温明显下降， 气温
7-13℃；22 日夜间到 23 日白天，阴
天，夜间到早晨有小雨，气温继续下
降， 气温 5-8℃；23 日夜间到 24 日
白天，小雨转阴天，北部地区阴天有
小雨，气温 6-12℃。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掌上自留地” 提供订单式农特产、“童心绘梦” 打造双重扶贫模式……

乡村旅游创客大赛 这些项目有才
本报讯 11 月 20 日， 贵州省第
二届乡村旅游创客大赛在筑举行决
赛，12 个项目进行最终角逐。
据了解，本次大赛以“
聚焦创新
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为主题，自 6 月
正式启动以来， 共吸引 403 支团队
报名，其中创新创业组 115 个，创意
设计组 288 个。 经过激烈角逐，田园
生活圈“掌上自留地” 、童心绘梦项
目分别获得创新创业组、 创意设计
组一等奖；锦绣黔程旅游非遗文创、
原山秘境文化民宿、荔波酷玩森林、
栗在贵州获得二等奖； 忘了精酿工
作坊、绘村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破局与新生——
—叶雕的艺术 、 水
东乡舍、 息烽美丽南山城乡共享田
园综合体“驿生活” 、那纳星空云海
康养基地获得三等奖。
田园生活圈 “掌上自留地” 项
目负责人表示， 创客大赛为青年创
客开设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让
创客的项目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据
介绍，田园生活圈“掌上自留地” 项
目以打造都市人 “掌上自留地” 为
目标， 花 198 元就能认领一份土地
成为“地主” ，吃一年有机蔬菜，体
验田园之旅； 也可以花 500 元认购
一个蜂箱，吃 3 斤土蜂蜜；4888 元认

购一头食草黑毛猪， 过年就可以吃
120 斤生态猪肉……该项目还自主
研发了贵州唯一一个订单式农业平
台系统，既方便用户使用，又便于自
主管理。
获创意设计组一等奖的童心绘
心理学＋绘画” 课程体
梦项目独创“
系，将心理学和美术学与乡村旅游结
合， 致力于打造 “扶贫＋扶智” 的
“文化 + 旅游” 双重扶贫模式，将艺
术心理问题融入营地活动，形式更新
颖，孩子的接受度更高，取得的成果
也更显著,获得了评委一致认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衣琼）

■赛事资讯

环梵净山公路自行车赛鸣枪

11 月 21 日，2020 年环梵净山
公路自行车赛在梵净山西线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如期举行。现场，来
自全国各地的 20 支车队千余名运
动员齐聚一堂，共享山地骑行乐趣。
本次比赛共分为男子公路国内
精英组、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山地大
众组、女子山地大众组、本地男子山地
大众组、本地女子山地大众组 6 个组

别。 赛道以印江自治县文昌公园为起
点，木黄镇会师广场为终点，公路组全
长 80 公里，山地组全长 40 公里。
赛事通过设置公路组加山地
组、 职业组加大众组的竞赛组合模
式让更多大众爱好者有机会参与赛
事，领略印江青山环抱、绿水萦绕的
优美风光和多姿多彩的土家族民俗
文化。
郭敏敏 张晨

贵州省武林精英赛开赛

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
本报讯 昨日上午，2020 年贵
州武林精英赛在全国武术之乡清
镇市举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置了长拳、
南拳、太极拳、少数民族拳种以及贵
州本土地方拳种等竞赛项目， 吸引
了 800 多名武术爱好者参与。
比赛现场，各个武种参赛选手轮
番上场，亮出“
看家绝活” 。 太极拳、

少林刀、黑虎拳、板凳功……现场观
众应接不暇，大呼过瘾，掌声连连。
据悉，比赛除设置一、二、三等
奖外，还设立了中华武术传承者、体
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武
术馆校、武术推广奖、武术贡献奖等
奖项，以鼓励对武术传承、传播有贡
献的人员。
（杜丹丹 杜立）

未亮证经营、未按要求规范保存档案合同……

南明区警示约谈4家旅行社
本报讯 11 月 19 日， 南明区文
化广电旅游局组织 12 名执法队员，
分三组对遵义路片区、 花果园兰花
广场片区以及花果园中央商务区旅
行社开展排查。
当天，执法人员共排查了 10 家
旅行社， 重点排查旅行社是否存在
不合理低价游、是否存在虚假宣传、

旅游合同签订是否规范、 是否擅自
增加购物点、 是否存在挂靠承包以
及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问
题。
排查中， 执法队员发现贵阳康
辉黔程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
途悦旅行社有限公司、 贵州嘉信世
纪旅行社有限公司及贵州一小步旅

游有限公司 4 家旅行社分别存在未
亮证经营、 未按要求规范保存档案
合同以及相关财务档案、 旅游合同
填写不完整等情况。 检查组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 对旅行社负责人进行
现场警示约谈， 并要求立即整
改。
（赵松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
甲秀杯” 业余网球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 昨日上午，2020 年“
共
享新时代·全民健身贵阳行” 第二
届“甲秀杯” 业余网球邀请赛在金
阳网球中心开赛，全省 13 支球队共
145 名网球爱好者参赛。
据了解， 本次比赛与上一届相
同，采用团体赛制，分为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常青男双、混合双打及劲
松男双 5 个点进行，赛期共两天。

通过举办 2020 年 “共享新时
代·全民健身贵阳行” 第二届“
甲秀
杯” 业余网球邀请赛，旨在带动提升
贵州省网球爱好者的水平， 进一步
推动贵阳市以及贵州省网球运动的
普及和发展， 促进贵州省各市州网
球爱好者深入交流， 促进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杨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