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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

本报讯 8 月 4 日， 贵州省第

十一届运动会女子举重比赛圆满

落幕， 贵阳姑娘在 10 个项目中共

夺得 6 金 1 银 2 铜，并包揽了乙组

项目所有金牌。

在当天举行的举重项目女子

乙组 +55公斤级比赛中，贵阳选手

梁国雨以抓举 75 公斤、挺举 93 公

斤、 总成绩 168 公斤夺得金牌，贵

阳选手黄好以总成绩 156 公斤夺

得铜牌。

在举重项目男子乙组 49 公斤

级比赛中， 贵阳选手彭杰以抓举

85 公斤、挺举 98 公斤、总成绩 183

公斤夺得金牌，贵阳选手谭稀释以

总成绩 7公斤之差获银牌。

在举重项目男子甲组 49 公斤

级比赛中，贵阳选手欧旺在抓举环

节以 88 公斤暂列第一， 挺举环节

中， 第一把试举 105 公斤成功，第

二、三把试举 110 公斤失败，最终

以总成绩 193 公斤获得银牌，与金

牌失之交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贵阳市体

育局获悉，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体育

局 《贵州省体育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全民健身日（月）” 系列

活动的通知》要求，贵阳市体育局

决定于 8 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

民健身日（月）” 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将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 在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以“全民健身日（月）” 为

主题，线上线下相结合，深入基层，

以“社区运动会” 等形式开展群众

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以满足

群众多元化的健身需求。

据悉，系列活动包括“群众体

育冠军志愿服务行动” ，通过讲述

冠军成长故事、 参加全民健身活

动，充分发挥群众体育“民” 星的

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举办专题讲座、有奖竞答、制

作播放微视频等形式，宣传新修订

的《体育法》《贵阳市推进全民健

身规定》；落实公共体育场馆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工作，在全民健身日

当天免费向公众开放体育场馆和

区域内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组织

体质测试黔中行活动，将科学健身

理念、 科学健身方法传达给市民，

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

同时，还将举行以下活动：

一、 贵阳市第 6届城市社区定

向赛；

二、 贵阳市第二届健身气功站

点联赛比赛；

三、 贵阳市竞技街舞精英选拔

赛；

四、 贵阳贵安机关干部职工全

民健身交流活动；

五、2022年“爽爽贵阳 百城百

媒” 系列之“爽眼” 活动———贵阳

市“好家庭”杯智能健身骑行大赛；

六、2022 年贵阳市 “爽爽贵

阳”乡村振兴体育节系列活动；

七、全民健身·网球联欢———中

国网球协会等级评测暨 CTN 挑战

赛系列活动·贵阳站；

八、2022年贵州省“我要上省

运 社区运动会”（试点赛区）暨贵

阳市第二届社区运动会“体育夜经

济” 系列活动；

九、2022年贵州省“我要上省

运·社区运动会”（试点赛区）暨贵

阳市第二届社区运动会“室内铁人

三项”争霸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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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贵州金融城

临街旺铺，面积 125M

2

未来方舟G6 组团 1-9 号

临河临街商铺，面积 700.36M

2

未来方舟G6 组团负 4-9 号

临河临街商铺，面积 846.3M

2

中山东路联建大楼临街 2 层商铺

面积 324M

2

中山东路联建大楼写字楼 7 层

面积 3820.12M

2

保利温泉新城临街商铺

面积 105.18M

2

中山东路报业大厦 25 号写字楼整层

面积 979.12M

2

催迁坟墓公告

根据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城市建设规划， 需占用

贵阳市花溪区小孟街道（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陈亮村地段部分集体土地，

作为经开区陈亮转运分类分拣中心项目建设用地。该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涉

及桐门冲坡地段的坟墓急需迁移。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止，请坟主家属携带有效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前来确认办理坟墓迁移手续

及坟墓迁移完毕，逾期不迁移的坟墓将按无主坟墓进行统一安置埋葬，不再

给予坟主家属任何补偿,坟主家属在迁移坟墓埋葬时不允许迁葬在经开区非

公墓范围内。

特此公告！

现场办公室:贵阳市花溪区小孟街道

陈亮村村民委员会

联 系 人:韩先生 姜先生

联系电话:18096168133��18286163920�

贵阳地源地产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5日

编辑／版式 甘江涛 校对／ 陈颉

A5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Z

ONG

E

H

综合

新闻

九大系列活动陆续启动

@所有人“全民健身月”来了

“举重”若轻!

省运会女子举重比赛落幕

贵阳姑娘夺 6 金 1 银 2 铜

本报讯 8 月是全民健身月，想

出去运动担心找不到场地？ 近日，

贵阳市体育局公布贵阳市公共体

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清单， 内含 13 个场馆， 包括体育

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中

心。

据悉，根据《全民健身条例》

规定， 贵阳市体育局督促公共体育

场馆按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 （2021 年版）》《公共体育场

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 的要求，积

极承接比赛、开展培训活动，做好免

费、低收费开放工作。

快来看看是哪些场馆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延伸阅读

13个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全民健身，场地有保障！

★修文县体育中心

★修文县体育馆

★开阳县公共体育场

★开阳县体育馆

★开阳县市民健身游泳中心

★清镇市体育馆

★清镇市红枫体育公园

（综合馆、羽毛球馆)

★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

★贵阳市市民健身中心

★云岩区全民健身中心

★白云区体育健身中心

★贵州双龙生态体育中心

向社会开放

体育场馆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