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晚报讯 （记者 范圣卿）昨天，
巴南区启动了清漂截污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万人行动，区内干部、志愿者等上万人
积极参与到了活动中。

据了解，活动通过组织捡拾河岸垃
圾，解决河道遗留问题，种植花草树木，取
缔露天烧烤等，来唤醒市民对环境的爱
护，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此外，还将建
立一套完整的环保机制，从根本上改善巴
南区的环境，恢复花溪河的生态。

“巴南沿江区域多，水域广，保护好水

域，对整个区的环境来说至关重要。在岸
边捡拾垃圾时发现，有很多江边烧烤留下
的垃圾，这些都是环境的隐患。”巴南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除了通过捡垃圾唤醒市民
环保意识，巴南区还采取了整治土坡菜地、
种树、取缔露天烧烤摊等举措，来确保水域
环境。

“以前的花溪河河岸地带，就是附近居
民的菜地。为了方便种植蔬菜，老百姓还
挖了很多粪池，甚至还有老百姓在河岸养
起了鸭子，农业污水排入河流严重影响了

花溪河的生态环境。”该负责人说，整治土
坡菜地，也是一大重点。目前，经过整治的
花溪河河段，撒上了油麦草、格桑花，还种
上了几千株的水生树木。如今，这里成了
市民休闲玩耍的好去处。“未来我区还计划
在河道沿岸集中打造三、四百亩的湿地公
园，让巴南沿江生态更加添彩。”

而针对巴滨路露天烧烤这一顽疾，区
城管局局长黄东柏表示，岸边烧烤对水域
环境影响很大，目前，已清理了烧烤摊约两
百多家。而为了防止露天烧烤的死灰复

燃，还将在重要路段设置宣传栏，并派专人
巡逻，从而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另外，花
溪河虽有60公里长，但流域面积较小，这
就导致了水资源不足，影响了河流的纳污
能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巴南区计划投入
1.4亿元，将五步河流域和一品河流域的水
资源调入花溪河，进行生态补水。“目前，五
步河调水工程已经开始实施，每天可以为
花溪河调水10万方。而一品河建成后，预
计每天也会为花溪河调入5万方的水资
源。”该区环保局局长高正华说。

巴南昨日万人行动清漂截污整治城乡环境
计划投入1.4亿元每天调水15万方进入花溪河

快新闻A07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 余麟 图编 张路 美编 张文敏
责校 蒋国敏 张文敏

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今天，重庆艺术大市场网络平台（art.
cqcaee.com）正式上线，这是重庆文化产
业投资集团在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
市文化委员会指导下，联合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打造推出的
重庆首个市级艺术品展示交易平台。

该平台既提供艺术信息发布、展览活

动介绍、行业资讯等服务，又具有艺术品
展示交易、艺术家在线工作、艺术经营机
构在线运营等功能，目前已有张杰、黄山、
傅舟、徐光福、周南平等近70名重庆本土
知名艺术家入驻，上线涵盖老中青三代的
艺术品1500余件。随着5月27日重庆艺
术大市场暨开放的六月——2018四川美

术学院艺术游拉开帷幕，市民还可以在重
庆艺术大市场网络平台上，看到2018年川
美研究生、本科生的毕业生作品，并可通
过平台及其服务中心询价购买。重庆艺
术大市场网络平台的上线，标志着一个面
向市民大众、横跨一二级市场的重庆艺术
新生态正式建立。 重庆晚报记者

重庆艺术大市场网络平台今日上线

重庆晚报讯 （通讯员 罗超）“朋友，
你可曾记得当年嘉兴南湖的那弯红船。是
啊，我怎能忘记十一盏明灯如燎原的星火
……”日前，在大渡口八桥镇半岛逸景·乐
园公租房社区内，由常嘉、逸景社区志愿者
共同朗诵的《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拉开了
第六届邻里节“拥抱新时代 唱响中国梦”

歌咏会的序幕。
歌咏会以独唱、合唱比赛的形式展开，

由辖区各共建单位及社区居民代表参与。
在现场，选手们深情演唱了《共筑中国梦》、
《走进新时代》、《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旗
飘飘》、《我爱你中国》等一首首脍炙人口、
耳熟能详的歌曲。歌曲旋律雄壮激昂，选

手歌声铿锵嘹亮，他们精湛的唱功赢得了
台下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社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以老百姓喜闻乐见方式开展歌咏
会唱出我们对祖国对党的祝福，也是加强
公租房社区‘新时代 中国梦 百姓家’精
神文明建设，为公租房居民群众提供更加
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

公租房歌咏会拉开社区邻里节序幕

5月18日至27日，香奈儿可可小姐
限时游乐厅（COCO GAME CEN-
TER）闪亮登陆成都远洋太古里东广
场。这家以潮流游戏为主题的限时彩妆
体验店，继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中国上
海后，迅速风靡蓉城，即刻成为年轻人热
议聚集的新地标！与此同时，全新可可
小姐唇颊蜜亦惊艳上市。6款鲜活色彩
带来摩登时髦的哑光质感，独特色调契
合不同心情。轻抹间呈现别样色彩，亦
可叠加使用，演绎专属于你的玩趣精神。

5月18日，腾讯视频《创造101》节目
人气选手孟美岐、吴宣仪、Yamy、强东
玥、杨超越亦在香奈儿可可小姐限时游
乐厅现身，玩转唇颊色彩，开启美妆玩趣
之旅。在香奈儿可可小姐限时游乐厅，
最受时尚美妆达人们追捧的当属抓娃娃
机，一颗颗定制的透明球包裹着精致的
香奈儿美妆试用品，令人跃跃欲试，不禁
要一展身手。充满互动趣味的电玩区—
可可小姐弹球游戏与可可小姐节奏游
戏，巧妙融合了对战游戏的竞技乐趣与
香奈儿唇颊蜜的诱人色彩，新颖摩登，让
人意犹未尽。此外，还有仿若驰骋在巴
黎街头的虚拟赛车游戏……所有美妆爱
好者们还可以提前预约品牌彩妆师，现场
进行1对1的彩妆服务，令试妆增添互动
感与玩乐趣味，为美丽加注活力与愉悦。

香奈儿可可小姐
限时游乐厅登陆成都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渝凤 毕克
勤 摄影报道）昨日，市食药监局渝北分
局、市食品批发业协会、渝北区双凤桥街道

办事处举行了全市食品批发行业食品安全
自律承诺活动，空港纵达城也将创建我市
首个食品安全示范市场。

据了解，2016 年底，重庆全域启动
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力争到
今年 9月实现“产得安全、管得到位、吃
得放心，产业良性发展”。“食品安全示
范市场正是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的内容之一。”市食药监局渝北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要达到这一目标并不
容易，比如该市场必须设立快检室，能
对酸价、过氧化值、碘含量、有效氯和余
氯、亚硝酸盐、甲醛、吊白块、苏丹红等
进行快检；市场管理方和所有经营户得
建立健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做好索证
索票台账记录；还得建立质量追溯体
系，一旦出现问题，能追溯到生产厂家
等，“最终目的是让群众吃得放心，保证
舌尖上的安全。”

除食品安全示范市场外，在创建过程
中，我市还将培育一批示范乡镇（街道）、村
（社区）、学校（含幼儿园）、商圈、基地、示范
户（店），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各种创建活动，
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创建活动，构建人
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格局。

空港纵达城创建全市首个食品安全示范市场

重庆晚报讯 （记者 吴娟）对于被大
江大河包围的重庆来说，除了过江大桥，滨
江路也是重要的城市通道。记者昨天从江
北区北滨办获悉，北滨路拓宽工程一期，目
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80%，预计今年年底
可建成通车。

经常开车经过北滨路中段的市民会发
现，北滨路嘉华大桥到石门大桥段，已经进入
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主体工程完成后，路幅
宽度将由目前的22米扩宽到41米，形成长
约4公里的双向六车道，北滨路高峰期拥堵
状况将得到缓解。与此同时，还将在这里打
造全新的北滨路景观带，主体工程也预留了
通往江边的开口。负责主体工程的施工方，
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经理赵磊告
诉记者，靠近嘉华大桥这段的2公里，是向江
边拓宽；而靠近石门大桥的另外2公里是靠
山体、小区一侧拓宽。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
成了80%，预计今年年底分段逐步通车。

与此同时，记者从江北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获悉，北滨路东延伸段工程也已
经启动招标，计划年内开工建设。根据规
划，北滨路东延伸段道路分为两段，北滨二
路（保利中心）至唐家沱污水处理厂段为城
市主干路，双向6车道+慢行系统，标准路
幅宽36米，设计速度70公里/小时，路线全
长约9.65公里；唐桂新城段为城市次干路，
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双向4车道，标准
路幅宽26米，全长约1.64公里。道路建成
后，不仅拉长了目前北滨路的长度，更为重
要的是可以缓解目前北滨二路至新溉路早
晚高峰的交通拥堵状况，今后市民驾车从
江北嘴到铁山坪，可以直接走北滨路东延
伸段，路程和时间都将大幅缩短。

北滨路拓宽一期预计年底通车

▶食药监人
员在市场指
导检查婴幼
儿食品安全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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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18134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5月21日

基本号码
02 10 05 28 18 21 09

特别号码
2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公告
第2018058期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1 2 1 2 3 0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5月21日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3 3 3 0 0 0 1 3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1813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9 9 6 9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3 3 3 0 0 0 1 3 3 3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18134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9 9

5563764270.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5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9 11 12 26 32+04 10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基本
派奖
追加
派奖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1注
1注
1注
1注

117注
75注
1189注
612注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5000000元
6000000元
3000000元
68635元
41181元
2778元
1666元

应派奖金合计
10000000元
5000000元
6000000元
3000000元
8030295元
3088575元
3303042元
10195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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