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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广州从化站）

2020年中国网球巡回赛CTA800广州站

2020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香港赛马会”

广州从化山地马拉松赛

2020广州马拉松赛

●推动“市长杯”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网球、三棋比赛逐项开展。

●做好广州户外运动节启动准备， 细化包括“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

“全国露营大会

（广州从化站）

”在内的10余项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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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昨日上

午， 广州市政府部门定期新闻发布会

（

2020

年总第

187

场 ）

在市新闻中心举

行，市体育局、市协作办有关负责同志

分别介绍广州市下半年体育工作亮点、

脱贫攻坚工作进展等情况。 市体育局副

局长吴民春介绍，备受关注的2020广州

马拉松赛将按照原定计划，于今年12月

13日举办。 目前，市体育局正在密切与

中国田协和相关防疫部门沟通，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推进筹备工作。 具体情况

将适时向社会公布。

参加广马选手需提供核酸检测报告

吴民春介绍，受疫情影响，根据国

家相关政策要求，原计划举办的2020年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0国际攀联中

国攀岩公开赛、2020广州女子网球公开

赛、2020年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赛等国际

赛事已经确定取消举办。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 成为展示

广州形象和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靓丽

城市名片的广州马拉松赛是否如期举

行，备受广大“跑友”关注。 吴民春在发

布会上明确表示，2020广州马拉松赛将

按照原定计划， 于今年12月13日举办。

至于赛事规模和参赛准备， 吴民春介

绍，目前“广马”目标是按3万人的规模

进行筹备，但根据目前国际疫情防控形

势，国外选手的邀请工作可能会受到较

大影响，而广州市内选手的名额则有望

增加。 同时，根据目前广州市疫情防控

要求，届时广马的参赛选手将要提供一

周内有效的核酸检测报告，比赛进行时

选手出发的间隔也将相应拉大。

除了广马外，2020年中国网球巡回

赛CTA800广州站计划于10月25日至11

月1日在广州举办。 该项赛事是国家体

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网球

协会在2020年创立的一项全新的、面向

全民开放的、具有中国本土自主知识产

权的国家级赛事。 赛事对标职业巡回

赛，每级别设男、女子单、双打共4个项

目，每站比赛分预选赛和正选赛两个阶

段。 中国网球巡回赛前面几站已吸引到

王蔷、王雅繁等众多国内顶尖高水平的

网球运动员参赛，相信广州站的比赛一

定会激烈精彩。

此外，2020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

赛———“香港赛马会” 广州从化山地马

拉松赛计划于11月22日在从化区举办。

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广州从化站）

计

划将于10月17-18日在从化区温泉镇举

办。

逾3万市民线上线下参与体育节

刚刚过去的8月， 第十六届广州市

体育节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为市民呈现

了51项全民健身活动。 吴民春介绍，在

落实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本届体

育节活动线上线下精彩多样，持续推动

复工复产，组织形式、观赛体验和活动

宣传不断创新，球类竞技、技巧对抗、智

力运动、技能展示、水上活动、康乐文体

等6大类活动在各区轮番上演。 3万多名

市民线上线下参与了这场运动盛会，40

家中央、省、市媒体和各自媒体平台以

图文、现场直播和短视频等形式全媒体

多维度展开持续跟踪报道1200多次，吸

引近300万流量阅读关注， 带动全市各

区举办特色活动近百场，“全民健身”成

为羊城8月新热点。

接下来，广州市将推动群众体育活

动有序开展，为市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元

的体育健身服务。 其中，坚持疫情防控，

有序铺排，推动“市长杯”足球、羽毛球、

乒乓球、篮球、网球、三棋比赛逐项开

展。 同时，提前谋划，做好广州户外运动

节启动准备。 细化包括“全国群众登山

健身大会”“全国露营大会

（广州从化

站）

”在内的10余项活动方案，做好各项

活动安全有序举办的准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丽霞）

近

日， 记者从越秀区多所幼儿园了解

到， 根据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机构

编制委员会文件《关于原市属5所幼

儿园更名的批复》、《越秀区教育局

关于原市属 5所幼儿园更名的批

复》， 越秀区5所原市属幼儿园近期

陆续更名， 其中幼儿园的办园性质

不变。

5所原市属幼儿园更名

据了解， 广州市财政局幼儿园

等5所幼儿园， 原本是市局属幼儿

园。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市属公办幼儿园管理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自2016年

1月1日起， 市教育局已将广州市粮

食局幼儿园等13所原广州市教育局

局属幼儿园14个园区正式移交各所

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日前，广州市财政局幼儿园、广

州市机电幼儿园等幼儿园已通过官

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 公布更名通

知。 8月14日，广州市轻工业局幼儿

园发布更名公告， 园名由广州市轻

工业局幼儿园更名为广州市越秀区

惠吉西幼儿园， 幼儿园公办性质不

变。 8月18日， 广州市机电幼儿园

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园

名由广州市机电幼儿园变更为广州

市越秀区德艺实验幼儿园， 办园性

质不变。

9月14日，广州市财政局幼儿园

在园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更名公告

称， 广州市财政局幼儿园更名为广

州市越秀区都府幼儿园。

此外， 记者还从广州市文化局

幼儿园和广州市粮食局幼儿园获

悉， 它们分别更名为广州市越秀区

文化幼儿园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

路幼儿园。

取名从路段位置等因素考虑

5所原市属幼儿园为何更名？广

州市越秀区惠吉西幼儿园

（原广州

市轻工业局幼儿园）

负责人告诉记

者，根据相关通知文件，其中提到自

2016年起13所原市局属幼儿园已移

交各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移

交到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后， 再称

作为‘XXX局属幼儿园’就没那么

合适，所以相应地要进行改名。 ”

那这些幼儿园又是按照什么原

则重新取名？ 广州市越秀区都府社

区幼儿园

（原广州市财政局幼儿园）

在公告中提到，园方处在都府社区，

是广州市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地

带，“都府街” 这个名字的存在堪称

一块珍贵的“历史化石”。 园方广泛

征求教职工的意见，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 目前幼儿园更改名称更加符

合当今教育时代发展的需要。

广州市越秀区惠吉西幼儿园

（原广州市轻工业局幼儿园）

负责人

也介绍， 幼儿园更名还会考虑所处

路段或者园方文化等因素，“比如我

们幼儿园位于中山六路惠吉西8号，

所以更名后就叫做‘惠吉西幼儿

园’。 ”

市民认为更名后体现越秀特色

面对更名后的幼儿园， 市民们

有什么看法呢？市民刘女士认为，更

名后更加体现了越秀的特色：“比如

说惠吉西、都府，这些街巷名或者社

区名， 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属于越秀

区的。 ”街坊陈小姐则认为，只要园

方的教学和管理还如往常一样就无

所谓，“我觉得幼儿园的办园性质不

变， 还是和往常一样教学就没有什

么关系。 ”

广州下半年举办的体育赛事

越秀区5所原市属幼儿园更名啦

幼儿园办园性质不变，更名后更加体现越秀特色

5

所市属幼儿园更名

更名后的广州市越秀区惠吉西幼儿园。

更名后的广州越秀区都府幼儿园。

本栏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黄丽霞 摄

官宣！ 今年广马12月13日开跑

市内选手参赛名额或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