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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2019广州马拉松将于本周日开

跑，昨日上午，记者从广州马拉

松组委会悉，今年广州马拉松宣

传大使由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

广州恒大足球队队长郑智领衔，

大使名单还包括奥运冠军王军

霞、湖南卫视主持人李锐以及完

成“777挑战赛”的蒲爱民，国际名

人则有丹麦运动员、国际跑协会

官员埃尔林·尼尔森。

埃尔林·尼尔森是本届广马

大使的国际名人代表， 他此前

曾是丹麦马拉松运动员， 参加

过全球 50 多项马拉松比赛。 如

今成为国际跑协会官员， 长期

负责丹麦田径联合会路跑赛事

组织工作， 负责田径和公路上

的全国锦标赛。 多次组织丹麦

国家队参加国际路跑赛事， 并

取得多个奖项。 他代表国际路

跑协会在世界各地组织发起著

名马拉松赛事， 比如， 著名的

哥本哈根安徒生马拉松， 埃尔

林·尼尔森就是联合创办人。

国内名人方面， 施一公是

结构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

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欧

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西

湖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生命科

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跑步已

成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 运动

鞋成为他身上的“标配”。 只要

当天 PM2.5 读数小于 100， 他就

在校内跑上几公里， 平均每周

要跑二三十公里。 今年的广州

马拉松， 施一公将参加半程马

拉松。

郑智则是中超联赛“八冠

王” 广州恒大足球队队长， 今

年的广州马拉松正是从广州恒

大主场天河体育中心出发。 体

育界名人还包括在 1996 年美国

亚特兰大奥运会 5000 米冠军、

中国田径场地赛获得奥运金牌

第一人王军霞， 以及马拉松 、

越野、 登山爱好者蒲爱民， 他

今年完成了“777 挑战赛”， 即 7

天 168 小时的时间内跨越 7 大洲

约 39000 公里， 完成了 7 场马拉

松赛事。 蒲爱民将参与今年广

州马拉松全程挑战。 亲子户外

真人秀节目 《爸爸去哪儿》 中

担任“村长” 角色的湖南卫视

著名主持人李锐也将成为本届

文艺界代表。

广州马拉松组委会将于7月

上午在10点在天河体育中心为6

位宣传大使举行聘任仪式。 广马

大使的参与，旨在强化广马品牌

形象，借助宣传大使在这些领域

的符号意义和影响力，传递广州

马拉松赛在运动、健康、文化等

方面的正能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在广州想

吃上香甜可口的延安苹果？ 只需认养苹果

树，就能吃上你的专属苹果。 昨日，延安市

宝塔区“延安有我一棵

（亩 ）

苹果树”公益

公用品牌在广州天河召开专场发布会。

发布会上， 延安市宝塔区委副书记、

区长苏锋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

促进两地产销深入交流合作，让高品质的

延安苹果走进广州高端市场，让更多广州

市民品尝到香甜可口的延安苹果，为宝塔

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此次活动，延安宝塔区与广州天河区

携手，面向全社会倡议发起“延安有我一

棵

（亩、片）

苹果树”领养活动。“我想以孩

子的名义认领一棵苹果树，该怎么做呢？ ”

“我们企业想集体认领一片果园， 一到采

摘季，尝着自己的苹果，多好啊！ ”参会的

广州企业家和市民在品尝了宝塔区清脆

香甜的延安苹果后， 纷纷签订认养协议。

据悉，现场就有来自广州的 30 多家企业、

商会共认领果树 5000 多棵， 签订购销协

议 2800 余吨。

领养人既可以领养单株苹果树，也可

以适当规模整片领养，与果农签订领养协

议， 或者通过延安市宝塔区政府门户网

站、数字宝塔、掌上宝塔、宝塔发布、宝塔

“延安苹果” 大数据溯源服务平台等专题

入口进入了解该公用品牌和认领途径。 宝

塔区将积极和当地各级政府商谈对接，做

好“延安苹果”销售、“延安有我一棵

（亩 ）

苹果树”公益公用品牌的推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

2019 广州

马拉松周日就要开跑， 本届赛事的摄影大赛

也如约而至。 本次大赛由广州马拉松组委会

主办， 广州市体育竞赛中心、 广州体育文化

博物馆

（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博物馆 ）

承

办。 欢迎全市摄影爱好者参加本届大赛， 活

动不向参赛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参赛者须围绕 2019 广州马拉松活动，

以展现广马参赛选手的拼搏精神、 志愿者

的靓丽风采、 观众的澎湃激情、 赛事组织者

的辛勤付出、 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 赛事的

盛大规模和感人动人的场面的一个或多个

方面来创作作品。 作品兼具思想性、 感染

力、 艺术性， 充分

体现参与者的爱国

情怀， 充分展现广

马赛对于广州老城

市新活力的积极影

响， 能充分体现动

感羊城的运动精神和健康理念， 增加广马文

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彰显广州国际历史文

化名城魅力。

作品可以由照相机或手机拍摄， 截稿时

间为 12 月 16 日。 快拿起你的相机和手机，

周日来参与吧！ 征稿要求及报送方式详见二

维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范敏玲 曾德卿）

近日，广州市黄埔区推

出政务智能一体机2.0版本，升级后的38

台新型政务智能一体机已部署在政务

服务大厅、街镇、园区等企业和群众的

密集区域。 黄埔区行政服务管理中心的

工作人员介绍，政务智能一体机新接入

了多个系统数据，1304个事项可在线查

询，824个事项可自助申报， 满足群众办

事的不同需要。

记者在现场体验发现，新的政务智

能一体机整合了“视频咨询”“粤港澳大

湾区政务”“省政务服务网黄埔区分厅”

“多证合一”“网上中介超市”“粤省事”

“社保业务”“智能审批”等模块，市民可

在一体机上完成商事登记、社保、劳动就

业、人才引进、公积金、不动产登记、法律

援助、海关证明等多个领域便民服务事

项的查询和办理。

据介绍， 政务智能一体机集成人脸

识别、身份认证、视频通信、语音通话等

技术，“AI+政务”实现智能受理、智能审

批，立等即取。

目前，38台政务智能一体机已先后

投入使用，不仅在黄埔区政务大厅有部

署，全区各街镇及园区也实现了覆盖，在

华南新材料产业园、创意大厦、普晖社区

等人流密集的区域均有投放。

“就近办”“一次办”“不打烊”， 群众

办事不再跑腿、不排长队、不用等结果，

黄埔区的政务服务便民网越织越密，企

业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办事、办成事，

享受“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成果。

施一公郑智领衔广马宣传大使

宣传大使名单还包括奥运冠军王军霞等，7日举行聘任仪式

广马摄影大赛 扫码即可参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何倩）

2019年广州马拉松将于12月8日7时30分在天

河体育中心正式开跑。 赛事当天， 市区部分

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预

计较多市民将搭乘地铁前往比赛现场观看，

届时，体育中心、珠江新城、林和西、体育西

路、体育中心南、花城大道、大剧院等站点的

客流将增大， 广州地铁将采取多项措施保障

乘客疏运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比赛当天， 为方便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

出行，一、三号线

（三北线 ）

以及APM线首班

车提前至5:30投入运营服务， 并将视客流情

况及时组织备用车上线疏导大客流， 其中，

一、三号线

（含三北线）

的行车间隔约10分钟，

APM线行车间隔约6分钟。当天5:30至18:00期

间，参赛选手可凭参赛号码布、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可持马拉松赛工作证免费乘坐地铁，车

站将安排专人做好“绿色通道”的引导工作。

为保证比赛期间体育中心南及花城广场

周边安全、有序，根据马拉松组委会要求，12

月8日APM线体育中心南站

（

5:30～7:30

）

、海

心沙站

（

5:30～16:30

）

将部分时段采取“飞站”

措施，在此期间列车将不停站通过，请前往该

区域的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广马期间，地铁部分线路首班车提前至 5时 30分

APM体育中心南站海心沙站将飞站

认领延安一棵树 可吃上专属苹果

黄埔区政务智能一体机全面升级

824个事项自助申报一机搞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讯员 刘荣新）

日前， 广州社情

民意研究中心公布2014年至2018

年广州市民对本地社会公平的评

价变化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近5

年来市民对“社会公平”评价发生

了很大的改善，表示“满意”和“比

较满意”的受访者比例

（以下简称

“满意度”）

连续上升20个百分点，

由27%升至47%。

整体来看， 不同收入人群对

社会满意度均呈现出上升趋势。

其中，中、高收入人群评价改善显

著，中等收入人群满意度从23%大

幅上升至48%；不过，相比于中、高

收入人群超过20个百分点的增

幅，低收入人群增长较慢，其对社

会公平的评价仅增长11个百分点。

分析还显示， 本科及以上的

高学历人群对社会公平评价最

好，满意度超过五成；大专、高职

学历人群评价出现好转， 满意度

从21%大幅上升至46%。同时，19到

30岁年轻人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最

好，满意度达51%z；其次则是61岁

及以上老年人， 满意度也接近五

成。 不过，失业、打散工、临时工的

非稳定就业者， 五年来评价虽然

有变化，但社会满意度仍在39%。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

中心民调显示：

市民社会公平

满意度显著改善

果农展示延安市宝塔区的苹果。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