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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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
电岸田文雄，祝贺他当选日
本首相。
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
带水，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
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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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
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
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
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
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
本首相，表示双方应该维护
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
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
康稳定发展，共同迎接明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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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到中雨 18～24℃ 北风3～5级

国庆假期过半，成都A级旅游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超465万人次

来看哪些景点最受欢迎

国庆假日期间的世界动物日

成都开展特别活动

看大熊猫、观猛禽…
10月4日，
既是国庆假期的一天，
也是
“世界
动物日”。这天，成都开展了形式丰富的宣传体
验活动：
走进成都动物园探秘大熊猫的朋友圈，
爬上龙泉山体验“观猛禽”……通过动物科普、
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市民游客走近动物、了解动
物，
号召大家共同爱护动物、
维护生态平衡。

国庆节期间的天府广场 图据视觉中国

10月4日，
记者从成都市文广旅
局获悉，
假期前四天，
在各类精彩纷
呈的假日文旅活动有力带动下，成
都假日文旅消费复苏强劲有力，文
旅市场总体运行安全平稳有序，前
四天，全市各A级旅游景区累计接
待游客465.2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
长 20.7% ；实 现 门 票 收 入 5684.6 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0%。全市及
区（市）县直属文化馆、图书馆和博
物馆（不含A级旅游景区博物馆）等
公共文化场所共接待游客38.6万人
次，同比增长30.2%。
“A级旅游景区人气旺，重点景
区客流增长显著。”成都市文广旅
局相关负责人如此概括假期前四
天的特点，比如，三圣花乡景区接
待 游 客 34.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81.4%；街子古镇接待游客31.0万人
次，同比增长17.8%；宽窄巷子接待
游客28.3万人次，同比增长24.0%；
黄龙溪旅游区接待游客19万人次，
同比增长42%；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接待游客17.7万人次，同比
增长75.4%；元通古镇接待游客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94.5%。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背景下，
以小众化、差异化为特征，提供独
特个性体验服务的精品民宿持续
受到游客热捧，相关区（市）县围绕
假日市场特点，推出多条精品民宿
游线路。精品民宿游持续火爆，蒲
江县成佳茶乡、都江堰市青城山
镇、龙泉驿区山泉镇、彭州市湔江
河谷等热门区域的精品旅游民宿
一房难求。
乐动蓉城、唱“享”国庆也是今
年国庆黄金周成都文旅市场的重
要特点。邛崃市以天台山和平乐古
镇为舞台，举办首届中国邛崃美酒
季，涵盖秋酿典礼开幕式、邛酒狂
欢·平乐酒肆、
“邛酒+”三大主体活
动，为市民游客献上“邛酒+音乐”
狂欢大礼，前四天平乐古镇累计接
待游客6万人次。龙泉驿区蔚然花
海景区举办2021年仙人掌音乐节，
推出野肆草坪民谣音乐派对、粉色
涂鸦音乐会-去野GO Wild、潮流
音乐派对等音乐主题活动，各地乐
迷在台下随着音乐合唱、起舞，前
四天累计接待游客4.6万人次。
假日期间，成都市文广旅局组
织志愿者在青城山-都江堰景区、
金沙遗址博物馆、宽窄巷子等客流
量较大的旅游景区开展文明旅游
宣传引导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服
务同时呼吁文明旅游人人参与，倡
导并推动文明、健康、绿色旅游良
好风尚形成。

要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了！

接下来怎么玩

健 康 文 明 耍 国 庆

成都动物园内的大熊猫

四川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据@四川气象消息，四川省气象台10月4日16时00
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4日20时到5日20时，广元、绵阳2
市和巴中、南充2市西部有大雨到暴雨（雨量40～80毫
米），个别大暴雨（100～120毫米）。
四川省水利厅联合四川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蓝
色预警：10月4日20时至5日20时，涪城、游仙、江油、梓
潼、三台、盐亭、平武、北川、朝天、利州、昭化、青川、剑
阁、旺苍、苍溪、恩阳、南江、阆中、南部等县（市、区）可
能发生山洪灾害。

10月4日，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根据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气
预报情况，10月4日20时至10月5日20时，四川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结果如下：
2级，橙色预警，预警区域：广元利州区、朝天区、昭
化区、旺苍县、青川县、剑阁县，
巴中南江县；
3级，黄色预警，预警区域：广元苍溪县，绵阳安州
区、涪城区、游仙区、江油市、盐亭县、平武县、三台县、
梓潼县、北川县，
南充阆中市、南部县。

探秘大熊猫的朋友圈
成都动物园开展系列科普
当日下午，记者走进了成都动物园。尽管
下起了小雨，但丝毫不影响游客朋友们了解动
物的热情。大熊猫、金丝猴、河马、长颈鹿等各
种各样的动物，
把大家的目光抓得死死的。
记者在大熊猫馆看到，
动物园推出了
“大熊
猫的朋友圈”
科普长廊、
探秘大熊猫国家公园等
系列科普活动。
通过图片展示、
互动题单等方式
让公众了解大熊猫生活环境，以及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立的有关内容。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一边
阅读科普内容，
一边完成手中的题单，
全部答对
还能领取动物科普图书、手账等奖励。
据成都动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日的宣
传活动主要是提醒游客们要关心保护动物。动
物园作为专业的机构，应该在野生动物科普教
育方面起到示范作用。近年来，成都动物园开
展了动物丰容、以及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
动。为保护和治疗受伤的野生动物，还积极开
展野生动物的救护，去年全年救护动物60种
137只，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7种10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2种57只。

30多位游客龙泉山观猛禽
记录猛禽近50只

玩转博物馆 文博体验游热度高

成都博物馆展览

国庆假期前几日，成都文博体验游热度高，国潮
文化活动引领风尚。假日期间，成都博物馆开展的《颐
养之道：中医养生文化》、金沙遗址博物馆举办的《回
望长安——陕西唐代文物精华展》、武侯祠博物馆推
出的《大三国志展》等文博展陈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
大游客穿越历史时空、体验鉴赏文博展览、感受天府
文化的热情。文博观展游引领假日文化体验新风尚，
成都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杜甫草堂博物馆、武侯
祠博物馆（文物区）围绕国庆假期举办了丰富的主题
展陈活动，分别接待游客9万人次、5.6万人次、5.3万人
次、5.2万人次。接下来几天，大家还是可以去博物馆
参观各种展览，
感受历史的厚度。

骑乐无穷·自行车高速骑游欢乐赛火热继续

？

活动现场

国庆期间，由邛崃市人民政府主办、邛崃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承办的“首届中国邛崃美酒季”
“邛酒+”
系列活动之骑乐无骑乐无穷·自行车高速骑游欢乐
赛”正在火热开展。截至10月3日，活动已吸引近2000
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参加。此次活动设计大量自行车
骑行相关竞技、表演、趣味和展示等内容供不同年龄
段、不同运动层次和需求的爱好者参与。包括亲子趣
味骑、骑行台挑战赛、慢骑比赛 、特技表演、自行车及
其发展史展示、现场抽奖等七大项目。每个板块都给
市民和游客设置了丰富的奖品。
活动现场，家庭亲子赛、骑友竞技赛、闺蜜组团赛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结对参与一竞高下。特技表
演让现场尖叫不断，抽奖环节更是让中奖者欢呼雀
跃，现场气氛热烈火爆。据了解，此次活动为“首届中
国邛崃美酒季”系列活动之一，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
7日共7天。每天上午9：30至下午4：30在自行车高速入
口处报名登记，
即可参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龚靖杰 邓文博 彭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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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
爬上龙泉山观猛禽，
成了市民游
客们的新玩法。
“世界动物日”
前夕，
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简阳段一处山脊上，聚集了30多位市
民游客，
他们在此一同体验
“观猛禽”
活动。
“每年春秋两季，猛禽都会进行季节性迁
徙，当下正是观赏好时候。”自然教育机构乡野
走廊蒋志友告诉记者，龙泉山是一个过境和暂
时性的栖息地，是成都春秋季观赏猛禽的绝佳
地点。
“快看！那边飞来了一只！”活动现场，猛
禽一出现就会引来一阵欢呼。一时间，所有人
都拿起望远镜赶紧“锁定”，迫不及待一睹猛禽
的英姿。
蒋志友告诉记者，龙泉山可以观赏到的猛
禽种类很多，包括鹗、蛇雕、短趾雕、乌雕、黑
鸢、靴隼雕、凤头鹰等。
“它们都是捕食性鸟类，
有的以蛇、蛙为食，有的以小型兽类为餐，也有
的捕食昆虫。”它们在迁徙过程中，为了省力，
往往会依靠热气流和风力飞行。龙泉山脉的地
理位置正好为它们提供了便利，
“ 这也是龙泉
山能观赏到猛禽的原因。”
一天下来，市民游客共在龙泉山观察到普
通鵟、凤头蜂鹰、黑鸢、短趾雕、红隼、雀鹰、松
雀鹰等近50只猛禽。

背 后
成都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根据成都市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2020年
成都共有陆生野生动物700种，包括兽类129
种，鸟类496种，两栖类33种，爬行类42种，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29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120种。与2018年记录的陆生野生动物625种
相比，2020年成都市新记录动物种数共计75
种，包括新记录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种，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6种。
据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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