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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开始耍大假
看清楚这一抹多提醒哈

9月29日，记者了解到，由于熊猫
基地扩建及游客数量变化，成都交警
五分局联合成华区文体旅局、熊猫基
地管委会、兴华农业公司、龙潭街道办
事处、成都公交公司等部门，对熊猫基
地周边交通组织进行研判和优化。最
新出行提示如下：
一、公交出行方案

由于熊猫基地景区周边停车场泊
位无法满足国庆黄金周期间的实际停车
需求，请前往熊猫基地的游客优先选择

“地铁+公交”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乘坐地
铁3号线抵达熊猫大道站，在站点A、D出
入口乘坐摆渡公交可直达熊猫基地景区
南大门。乘坐公交可以选择成都公交熊
猫快线1-5号线直接前往景区。
二、新增网约车专用停车场

乘坐网约车进出景区，请在景区

南大门东侧的网约车停车场内上下
客。乘坐出租车进出景区的游客，请在
景区南大门西侧的出租车专属位置上
下客。请注意熊猫大道（蜀龙路口至景
区南大门）是进出网约车专用停车场
道路，仅限网约车通行，其他社会车辆
不能进入该路。
三、游客自驾车停车规范

交警温馨提示：自驾车前往熊猫
基地景区的游客，严禁将车辆停放在
蜀龙路、绿竹巷、楠竹巷。由于上述道
路涉及游客步行通道，所有车辆必须
进入停车场内方可上下客。如在路边
上下客，交警部门将严格依法处理。景
区出游高峰（9：30-15：00）期间过境
社会车辆，建议选择川陕路、北湖龙青
环线进行绕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成都交警发布

熊猫基地景区游客最新出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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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62期开奖结果：414，直选：
678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8947注，每注奖金346元。
（43668412.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62期开奖结果：41433，一等奖
37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7585360.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13期全国销售283440028元。开奖
号码：17 18 25 27 28 04+08，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
9008492元，追加3注，单注奖金7206793元。二等奖139注，单
注奖金84274元，追加46注，单注奖金67419元。三等奖321
注，单注奖金10000元。1035393331.05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29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13期全国开奖结果：
04 10 20 21 22 26 27，特别号码：3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62期开奖
结果：54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体彩

疾控

9月29日，剑山脚下，100名新人，穿
越金戈铁马，重回汉风雅韵，以“剑”为
媒，一堂缔约，永结良缘；双旗美村，100名
新人，品味双旗花海婚宴，放飞浪漫告白
宣言，以“花”为伴，永结同心，鸾凤和鸣。

29日上午，100名来自四川广元市剑阁
县各基层战线的青年人才，身穿火红的汉
式传统婚服，齐聚千年剑门关下，共同开启
一场主题为“双剑合璧 关山良辰”的百人
集体汉式婚礼。本次集体婚礼，以大小剑山

“双剑合璧”为主题，寓意佳人成对，璧人成
双，通过传统国风和现代时尚两大篇章，串
联剑门关与双旗美村两大景点，同时拉开
国庆黄金周剑门非遗季的序幕。

剑门关景区北门广场，100名新人在
司仪的引导下着汉服，行汉礼，行四拜、
餐同牢、饮合卺、共结发、书鸳鸯，依传统
婚礼流程，携手迈向生活新篇章。祈福完
毕新人登上关门，执子之手以“剑山为
盟，关楼为誓”共许山盟海誓，开启美好
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又上新啦！9
月29日，记者从天府绿道文旅集团
获悉，10月1日，环城生态公园将开
放萌宠乐园，市民及游客可以前往
遛“毛孩子”、赏美景、玩游戏、看表
演，还可免费领礼品。天府绿道文旅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样一个宠物
可以进入的园区为养宠市民提供了
多样化的出行选择。

萌宠乐园是全国首个超大型宠
物乐园，位于成都绕城高速双流段
与双楠大道交叉口，总占地面积70
万平方米，大地景观打造占地约
2000亩，大约相当于186个标准足球

场的面积。
萌宠乐园不仅仅是一个户外空

间，它更是一个专为宠物打造的“家
园”，是以宠物经济为核心产业，主
题鲜明、功能完善、趣味盎然的萌宠
类主题园区。

此外，10月1日-10月7日，天府
绿道“萌宠撒欢季”萌宠乐园国庆狂
欢周将在萌宠乐园举行，现场将举
行萌宠走秀，萌宠行为问题现场互
动解答，萌宠集市、萌宠障碍赛、萌
宠装扮能活动，“铲屎官”们可以带
上家里萌宠来尽情撒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又上新！
国庆带“毛孩子”到萌宠乐园遛弯吧

国庆将至，9月29日，中国
气象局举行全国国庆天气预
报大会商，随后，四川省气象
局举行全省天气预报视频会
商。会商指出，全国居民国庆
出游意愿较去年提高，“双减”
政策利好亲子出游。国庆期
间，四川省多数时段天气较
好，大部分时段体感舒适，有
利于出行游玩。

四川多云间晴或多云为主
部分交通路段需注意降雨

中国气象局工作人员表
示，国庆假日期间，四川盆地、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
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有较强
降雨；江南、华南持续高温少
雨；北方有一次中等强度冷空
气过程，新疆北部气温明显偏
低；无大范围雾和霾天气，假
期后期可能有台风影响华南
沿海及南海。

四川省气象局工作人员
介绍，总体而言，预计国庆假
日期间省内多数时段天气较
好，以多云间晴或多云为主，
其中节日后期有降温降雨过
程，降雨主要出现在夜间。

10月1日～2日，四川省
大部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3
日开始降雨增多，西部和北
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前期全省大部气温
明显偏高，5日～7日受冷空
气影响，盆地自西向东气温
将有所下降，并伴有3～5级
偏北风。

其中，成都在10月1日到3
日天气以多云间阴为主，夜间
中西部有分散阵雨。10月4日
到7日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受
冷空气影响，平均气温累计下
降3~5℃，伴有4~6级偏北风；
其中，4日到5日有中雨到大
雨，西部局部地方暴雨。

成都国庆假期天气咋样？

国庆假期，成都地区逐日
天气预报如下：

10月1日白天到晚上：多
云，气温21℃～29℃；

2日白天到晚上：多云间
阴，夜间有小雨，气温22℃～
28℃；

3日白天到晚上：多云间
阴，早晚有阵雨或雷雨，气温
22℃～29℃；

4日白天到晚上：阴天间
多云，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
雨，气温21℃～27℃；

5日白天到晚上：阴天有
中到大雨，有3～4级偏北风，
气温19℃～24℃；

6日白天到晚上：阴天，
早 晚 有 阵 雨 ，气 温 17℃ ～
21℃；

7日白天到晚上：阴天，
早晚有阵雨，有3～4级偏北
风，气温17℃～22℃。

四川省内主要地区天气如何？

此外，部分地市州也在本
次会商中介绍了国庆假期的
天气预报。

绵阳：10月1日~2日多云
到阴，早晚有分散阵雨；3日~7
日有连续性降温降雨，其中4
日~5日局部雨量可达大雨到
暴雨。

德阳：10月1日~3日天气
较好，4日~7日有连续降雨天
气，后期气温有较明显的下
降，伴有4~6级偏北风。

眉山：10月1日~3日以多
云天气为主，4日~7日为阴雨
天气，其中6日~7日受冷空气
影响，气温有明显下降，伴有
4~6级偏北风。

乐山：10月1日~3日以阴
晴相间天气为主；4日~5日受
冷空气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
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内江：10月1日~5日以晴
间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
达33℃左右；6日~7日受冷空
气影响将有一次降温降雨天
气过程，日平均气温下降7℃
左右。

资阳：10月1日~4日以晴
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可达
33℃左右；5日~7日以阴雨天
气为主，雨量中雨到大雨，气
温有较明显的下降。

阿坝州：10月1日~2日晴
间多云，东部沿山有分散性阵
雨；3日~7日多云有阵雨，东
部、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到大
雨。

广元：国庆前期以多云天
气为主，中后期受西风槽和冷
空气影响，有连阴雨天气，雨
量大雨，部分县区暴雨，最高
温 度 25℃ ~29℃ ，最 低 温 度
16℃~20℃。

攀西地区：国庆前期以晴
间多云天气为主，后期受冷空
气入侵影响，凉山州东部、北
部转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天
气，局地有中到大雨，日平均
气温将逐渐下降3℃~5℃，西
部、中部、南部以多云有分散
性降雨天气为主。

受降雨影响的主要公路路段：

10月4日~7日：京昆高速
G5（广元到成都段）；成绵复
线S1

5日~7日：国道213（都江
堰到若尔盖段）

7日：兰海高速G75（广元
到南充段）

对于自驾游，会商指出，
国庆期间，川西高原天气有利
于自驾游。但仍需注意，3日~4
日，都江堰到理县路段降雨相
对明显，5日~7日，川西大小环
线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段道
路湿滑，注意减速慢行，谨慎
驾驶。除此之外，川西高原地
区的部分景区昼夜温差比较
大，早晚气温较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杜玉全 实习记者 陈怡帆

国庆将至，国内仍有疫情多点反
弹，疫情传播的风险也会随着节日期
间人员流动的增加而增加。四川疾控
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除了
旅游出行，还有就地就近过节、品味巴
蜀烟火民俗等其他选项。如要出行，请
注意以下事项：

出行前——
■四川省山川秀丽、旅游资源丰

富，外出旅行建议尽量选择省内目的
地，减少或避免跨省长途出行。

■提前了解目的地防疫规定，随
时关注目的地疫情情况，科学规划出
行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前往或途经
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有本土疫情发生
的地区。提前通过网络办理好各种预
约服务。

■根据出行的时间、人数，准备充
足的口罩、手消毒剂、清洗剂等个人防
疫物资。

旅程中——
■遵守公共场所的防疫规定和公

共秩序，配合做好亮码、扫码、测温、登
记等各项防疫措施。

■做好个人防护，保持戴口罩、勤
洗手、多通风、少聚集、一米线、用公筷
等卫生好习惯。

■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健康状
况，如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或味觉
改变、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诊并调整
或取消行程。

返回后——
■为了保证您和家人的健康，我

们建议所有从外地返回的人员，尤其
是从省外入（返）川后，尽快做一次核
酸检测。

■持续关注自身及家人的健康状
况，如有前述异常症状，要及时就医，
不要带病上班、上学。

■继续关注出行人员的健康码颜
色有无变化，出行相关地区有无新发
疫情。如健康码出现红、黄码的情况，
或出行相关地区近期内有疫情发生，
要及时向社区或单位报告个人出行情
况，并配合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入境人员解除隔离后不参加聚
集活动，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国内中高风险区来（返）川人员管理
措施

如您对四川天府健康通“红黄码”
有任何疑问，可通过“四川天府健康
通”小程序页面下方“我要咨询”“我要
申诉”以及“12345热线”多种渠道进行
咨询申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天气

四川疾控提示：

国庆健康出行
尽量选择省内目的地

国庆出游最强天气攻略出炉：

四川天气多数时段较好
体感舒适，适宜出行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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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昨日下午举行的牛背山
景区新闻发布会上最新获悉，牛背山
景区部分区域将于2021年10月1日
启动内部测试，景区计划最快年内面
向社会公众开放。

据了解，牛背山景区是四川能
投集团文旅产业板块“一核两轴五
组团”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核”。目
前，牛背山景区一期项目建设已全
部完成，景区部分区域营运条件已基
本具备。景区已完成建设主要包括：
街心花园至光明顶内部道路、山顶观
景平台、精品酒店、野奢营地、星空餐
厅、艺术馆、游客服务中心等。

未来牛背山景区二期项目将以运
营为核心牵线布局，重点推动牛背山
索道建设，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准，
以“360°全方位观景胜地”为核心吸
引力，以山岳、峡谷、森林、草场、村落、
牧场、驿站等资源为依托，打造集极致
观光、艺术摄影、休闲娱乐、户外体验、
乡村风情、度假休养等功能于一体的
国际知名的山岳型生态旅游目的地。

据悉，随着牛背山景区一期项

目建设基本完成，部分区域初具投
运条件。为保证景区服务品质，提供
更好的观光游览体验，景区部分区
域于 10 月 1 日启动内部测试，测试
内容包括：网上预约登记系统、交通
运输组织、餐饮及住宿接待、游览线
路等。在测试完成及各方面条件具
备后，牛背山景区将面向社会公众
正式全面开放。

参与牛背山内测方式：

有意愿参加测试的人员可通过搜
索牛背山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网
上预约，线下签订、完善测试手续后，
由牛背山景区统一组织参与测试。

牛背山内测时间：

内部测试时间初步计划为1个
月，即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31 日，根
据测试情况提前或延长测试时间。
测试结束，各方面条件具备后，正式
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爱
妮 王荣 景区供图

玩耍
“亚洲最大360°观景平台”牛背山官宣：

景区部分区域
10月1日开放内测

9月29日15：00，成渝公
司新津梨花服务区C区正式建成投
用，该服务区的投用彻底结束成雅高
速蒲江至成都80公里的路段内，东侧
无服务区的历史。未来，新津梨花服务
区将建成为集旅游、餐饮、户外运动、
休闲于一体的超级主题服务区。

新津梨花服务区位于成乐扩容项
目入城段与天邛高速、成雅高速交汇

处，共占地634亩，分为A、B、C三个区
域，A区占地497亩、B区占地60亩、C区
占地77亩。

本次投用的新津梨花服务区C区
位于成雅高速雅安至成都方向K1842
处，距成都市区约45公里，占地77亩。该
服务区投用后，可为司乘人员提供休
息、如厕、购物、餐饮等基本服务保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