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途中，别忘做好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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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过半，旅途中
要注意哪些防疫措施呢？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教授为
大家支招。
第一，做好个人防护。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全程
正确佩戴口罩，减少在公共
交通工具上的餐饮时间和次
数 。保 持 人 际 距 离 ，减 少 聚

集。尽量不触摸公共设施，尽
量减少在通风不畅场所的停
留时间。
第二，遵守车站、景区、
服务区等各类场所的防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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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选择干净卫生、通
风良好的餐馆就餐，也可考

虑自备食品。
第四，
选择卫生状况良好，
通风设施完善的酒店入住，
入
住后及时开窗通风换气。
第五，旅途中更要密切
关注自身及家人的健康状
况。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等症状，应立即到附近医院
发热门诊就诊。
据健康四川官微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9~23℃ 偏北风4~6级

昨日15时成都市均温达30.1℃

四川古蔺昨发
高温橙色预警

史上最热国庆假期？
明明都10月了，可最近一段时间，
如果说在8月末，四川人体验了一
特别是南方，还没有凉下来……据四川
把“一夜入秋”，那么这个9月，可以说是
省气候中心介绍，刚刚过去的9月，是我 “夏天回归”
。
国有完整观测以来最暖热的9月。
据四川省气候中心介绍，这个9月，
而就在10月3日，四川泸州市古蔺
四川全省平均气温21.3℃，
较历史同期偏
县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午后
高1.6℃，位列历史同期第二高位，全省
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在这 “同步”
偏热，
仅次于2009年9月的
“热度”
。
个国庆假期，南方或迎来“史上最热国
9月，盆地大部偏高1.0℃～2.5℃，
庆假期”。
川西高原大部偏高0.2℃～1.1℃，攀西

健 康 文 明 耍 国 庆

4日～7日盆地
日最高气温将累降

国庆假期进入第三天，多个景区迎来最
大客流，旅游市场强劲恢复。来自四川省文
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10月3日，全省纳入统计的702家A级旅游景
区共接待游客481.33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7720.06万元。
盘点国庆假期前3天的文旅市场，
四川省
纳入统计的702家A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1210.16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6589.71万
元。
部分重点景区与2019年同口径比较，
接待
人次恢复到77.2%，门票收入增长7.32%；与
2020年同口径比较，
接待人次增长32.29%，
门
票收入增长50.34%。全省博物馆、文化馆、图
书馆3天累计接待群众129.5万人次。

降温降雨模式开启！
时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大风天气，雨量大
雨，其中邛崃市、蒲江县、都江堰市、彭
州市、成都东部新区、青白江区、金堂县
和简阳市的部分地方有暴雨，个别地方
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6级
以上阵性大风。4日受冷空气影响，成都
市普遍有4～6级偏北风，山口河谷可达
7级或以上。
3日18时，成都市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预计从3日20时起的未来
16小时，邛崃和蒲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等级为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
较高。要求相关区（市）县限制游客等外
来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加强对地质灾害
隐患和危险区域的巡查监测，发现险情
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避让。
就全省而言，四川省气象台10月3
日16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3日20
时到4日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
雅安5市和眉山西部及乐山西北部有暴
雨（雨量50～80毫米），局部大暴雨（雨
量140～180毫米）；阿坝州若尔盖、九寨

沟和漩映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雨量30～
60毫米）；盆地大部有4～6级偏北风，局
部风力可达7～8级。
10月3日，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
办公室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情
况，也发布地灾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广
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山、
阿坝等8市（州）的35个县（市、区）进入
预警范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
佳 综合成都发布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两大新园区开启
“国庆狂欢周”

在萌宠乐园，带着宠物撒欢
到凤求凰园区，体验古风古韵
成都环城生态公园国庆期间又上
新！10月1日起，环城生态公园在两个新
园区——萌宠乐园和凤求凰特色园区开
启“国庆狂欢周”。游客可以在萌宠乐园
遛“毛孩子”、赏美景、玩游戏。前往凤求
凰园区，则能游园采风、体验婚俗、逛四
方集市。

公园上新
瞄准宠物经济和国风文化

自助游、自驾游为主
旅游市场强劲恢复势头明显，其中家庭
自助游、
自驾游成为假日出游的主要方式，
重
点景区持续火爆，少数主要景区游客接待量
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比如，
九寨沟景区全域
恢复开放后，
景区门票连续两天提前售罄，
假
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8.96万人次，门票收
入1239.23万元。再比如，三星堆遗址新一轮
考古成果发布后，
群众参观热情高涨，
三星堆
博物馆接待游客呈爆发式增长，累计接待游
客5.15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72.2%，较
2020年同期增长187.38%。此外，成都大熊猫
繁育基地接待持续升温，
累计接待游客11.59
万人次，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5.66%，
较2020
年同期增长74.46%。峨眉山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7.08万人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9.26%。青
城山－都江堰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66万人
次，
较2020年同期增长6.67%。
萌宠乐园里可爱的宠物造型装置

博物馆游备受追捧
四川各地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活动也激
发了文旅市场活力。
其中，
省文化馆推出线上
“国庆72周年音乐会”，为观众献上《红旗颂》
《我爱你中国》等耳熟能详、凝聚爱国热情的
经典乐曲。邛崃市平乐古镇举办“食全食美”
美食节。
绵阳窦圌山、
李白纪念馆等景区开展
游园抽奖、
神话人物定点互动表演。
自贡市推
出魅力盐都·安逸灯城国庆节主题观光游览
活动。雅安市在熊猫山谷等地点推出熊猫流
浪集市活动，
为游客提供文创、
演出等文旅体
验。凉山州全新改版的中国第一火秀《阿惹
妞》彝文化风情实景剧，
为广大游客和市民奉
上了视觉盛宴和文化大餐。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庆假期博物馆游
备受追捧。国庆期间，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
各类主题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参观。四川博
物院推出“山高水阔·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
展”，3天累计接待观众3.5万人次；成都博物
馆推出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累计接待观
众6.7万人次；建川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4.03
万人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兰、彰德、德耀、马蹄及其周边乡镇最高
气温将升至38℃以上，注意防暑降温抗
旱及预防森林火灾。泸州气象台专业人
士表示，今年古蔺国庆假期的温度创了
历史新高。而据成都气象消息，10月3日
15时成都市均温也达到了30.1℃。
另外，就全国范围来看，四川省气
候中心介绍，今年9月是我国有完整观
测以来最暖热的9月。

四川、成都昨日均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地灾风险预警

虽然假期前几天气温偏高，但冷空
气已经“发货”，预计10月3日晚到6日，
四川将出现降水天气过程，这几天让大
家大汗淋漓的气温也会降下去。4～7
日 ，盆 地 日 平 均 气 温 将 累 计 下 降 5～
8℃，
最高气温将下降10℃左右。
10月3日下午，成都气象、四川气象
均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地灾气象风
险预警。
成都市气象台在3日16时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预计成都市3日20时至4日20

国庆前三天
四川A级景区
门票收入超1.6亿元

地区大部偏高1.2℃～2.7℃。其中，盆地
西部和南部“贡献”最大，全省36个平均
气温破历史同期纪录的站点，泸州古蔺
是最热的。古蔺不仅是四川最热，还一
度登上全国高温榜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
泸州市古蔺县气象台10月3日12时28分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月
3日午后，古蔺县太平、二郎、永乐、金

而位于双流区美湖路附近的凤求凰
园区，已布置好了鲜花绿植。
“ 我们用樱
花、
花境、
石榴、
芙蓉4种不同植物主题，
打
造4个主题鲜明、
体验各异、
浪漫雅致的爱
情文化体验区。
”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
古色古香的园区内游客国庆期间可以看
到表演秀，
欣赏到人偶表演、
国风走秀；
可
以来游园、打卡、赢礼品；能在文化体验
区，感受接亲、仪式、宴席、蜜月一条龙的
婚庆服务；还可以逛“四方集市”，尝尝古
代小吃、
看看古装服饰和古玩杂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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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期待
交叉口，总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大地景
还将深入挖掘“生态价值”内涵
观打造占地约2000亩。园区内，能看到一
些以动物为原型的建筑物，
不少市民带着
目前，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青龙
自家宠物来到园区，
参加活动、
交流心得。
湖等11大主题园区已全面落地建成。而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业态打造
此次，环城生态公园新项目——萌宠乐
完成后，整个园区将拥有“宠物+医疗教
园和凤求凰园区，也逐步完成了规划、建
育”
“ 宠物+商业”
“ 宠物+酒店”3大功能
设和运营等工作。
组团，以及“宠物探险乐园”
“ 锦鲤小院”
天府绿道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宠物房车营地”
“ 宠物主题儿童活动” 示，公园城市不能简单理解为“公园”+
“小矮马乐园”
“萌宠草坪”6大主题空间。 “城市”的概念，而是要将公园城市作为
宠物文创产业的引入，也将为市民提供
生态价值向人文价值、经济价值、生活价
休闲放松、打卡娱乐的体验，同时还能成
值转化的重要载体、场景和媒介，积极探
为推动宠物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索城市建设新模式的价值实现机制，不
国庆期间萌宠乐园现场将举行萌宠
断提升城市竞争力。环城生态公园还将
走秀、萌宠集市、萌宠障碍赛、萌宠装扮
继续深入挖掘“生态价值”内涵，全力构
等活动，游客可以带上家里萌宠来尽情
建多功能叠加的高品质生活场景和新经
撒欢！在玩耍过程中，游客需全程看管好
济消费场景。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自己的宠物，
并自觉维护好卫生环境。
彭惊 实习记者 黄盼盼

还没想好去哪儿玩？成都推出10条畅游之旅
国庆假期，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策划推出10条畅
游之旅，涵盖红色文化、都市休闲、乡村
度假、亲子游乐、美食潮购、夜游观光等
内容，快来一起领略天府之国、熊猫之
都、公园城市的多元魅力吧。

01 百年初心红色之旅
推荐线路：战旗村（郫都区）－都江
堰秦堰楼（都江堰市）－建川博物馆“奋
斗与辉煌－礼赞中国共产党100年”综
合陈列馆（大邑县）－红军长征纪念馆
（邛崃市）－成都战役纪念馆（蒲江县）

02 成渝都市休闲之旅
推荐线路：磁器口古镇（重庆）－
鹅岭二厂文创公园（重庆）－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重庆）－解放碑步行街（重
庆）－洪崖洞（重庆）－南山一棵树观景
台（重庆）－宽窄巷子（成都）－锦里（成
都）－成都博物馆（成都）－春熙路（成
都）－成都远洋太古里（成都）－东郊记
忆（成都）

03 天府蜀韵文化之旅

推荐线路：天府农博园（新津县）－
斑 竹 林（新 津 县）－ 西 来 古 镇（蒲 江
县）－蒲江铁牛村（蒲江县）－五凤溪古
镇（金堂县）

06 熊猫家园探寻之旅

推荐线路：安岳石刻·圆觉洞景区
（资阳）－陈毅故里景区（资阳）－三星
堆博物馆（德阳）－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成都）－三苏祠（眉山）

04 觅雪温泉度假之旅
推荐线路：西岭雪山（大邑县）－花
水湾温泉旅游度假区（大邑县）－茶兰
林盘景区（邛崃市）－平乐古镇（邛崃
市）－天台山景区（邛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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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村（崇州市）－鱼凫湿地公园（彭州市）

05 悠然惬意乡村之旅

07 乐享趣玩亲子之旅
推荐线路：欢乐田园（双流区）－空
港花田（双流区）－成都国色天乡（温江
区）－崇州天演博物馆（崇州市）－道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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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线路：望平坊（成华区）－春熙
路（锦江区）－锦里（武侯区）－宽窄巷子
（青羊区）－中铁鹭岛艺术城（金牛区）

09 璀璨锦城夜游之旅

推荐线路：熊猫绿道（环城）－小通
巷熊猫街区（青羊区）－成都动物园（成
华区）－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
华区）－都江堰中华大熊猫苑（都江堰
市）－熊猫谷（都江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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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市井街巷漫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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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线路：天府熊猫塔（成华区）－
成都远洋太古里（锦江区）－东门码头
（锦江区）－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双塔
（高新区）－江滩公园（高新区）

10 川味烟火美食之旅
推荐线路：奎星楼街（青羊区）－香
香巷（成华区）－建设路美食街（成华
区）－天府沸腾小镇（新都区）－川菜博
物馆（郫都区）
据文旅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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