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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品质航空，国航直飞
四心品质，媒体保障
美食升级，全程含餐
精选景点，深度体验

重报集团首度联合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在岁末回馈读者，推出
独家定制的12月13日的直航日
本“四心”7日品质跟团游。此次
合作，以主流媒体作为信誉保障，
以品质航空为产品基础，让读者
体验一次舒心、贴心、安心、匠心
的“四心”品质旅程。

东京、京都、奈良、
大阪、名 古 屋 7 日
之旅

出发时间：
12月13日

读者独享
价：5610 元/
人（不 含 380
元杂费），报名
即 赠 送 价 值
1200 元的羊驼
被一床，送完截止
定制行程 报名即
送千元大礼

此次回馈读者的日本跟团
游线路，专为读者独家品质定制，
将一次尽览日本秋冬红叶、雪山、
海景、皇宫、古迹等各类景致。目
前报名的读者即送价值1200元
的羊驼被。

线路是东京、富士山、京都、
奈良、大阪、名古屋日本全景游，
不仅入住富士山地区的温泉酒
店，根据天气情况登上富士山，在
东京感受银座和浅草寺的繁华，
在京都和奈良领略日本古都的古
意，将日本关东关西的文化和景

点都感受一遍。
在景点的选择上，更是精选

了适合秋冬两类的精华景点，不
安排鸡肋景点，让游客深度体验
日本。

国航直飞 座舱舒适餐饮免费

据悉，日本“四心”之旅启用
的是国航重庆-东京直飞航班，
执飞机型为波音737-800，飞行
时间为4.5小时左右，空间宽敞舒
适，托运行李额度高，机上还提供
免费餐饮服务。

该航班时间科学合理，去
程时间为 13：00，抵达

时间为日本当地
18:25，回程出发
时间为 19:25，
到达为北京时
间 23：45，为
最后一天的
行程增加了
接近整天的游
览时间，性价
比高。

全程含餐还送两
大日式表演餐
为方便部分中老年

读者，我们行程十分贴心地做到
了全程含餐，避免游客在自行用
餐时因语言不通可能造成的麻
烦。每顿餐费做到了1000日元
的标准，寿司、拉面、温泉餐都将
带您一一品尝，还会带您体验日
式的茶道。更具特色的是，全程
还有两顿特色表演餐，在放松的
氛围下体验日本的文化与美食。

此行程一价全含，旅途中全
程0自费，金牌领队与当地导游
为您悉心服务。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铀

重报集团
岁末回馈
读者旅游
大礼

报名热线

63907885
18696681817
18723693359

现场报名地址

重庆环球金融中心
（原解放碑会仙楼）

30楼新女报
时尚传媒集团

报名时间

周一至周五
9:30～16:30

亮点：
首趟西藏旅游专列
众多景区正免门票
林芝桃花即将盛开
医生记者随团服务

西宁（青海湖、原子城、塔尔寺）、拉
萨（布达拉宫、羊卓雍湖、大昭寺）、林芝
（巴松措、鲁朗林海、桃花沟）大型空调品
质旅游专列12日游

出发时间：2020年3月7日左右（具
体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路公司最后
命令为准）

读者独享价：上铺3180元/人；中铺
3480元/人；下铺3880元/人

一生必去一次的西藏，最好的方式
莫过于坐火车前往。

上周起，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新
闻旅业集团携手杭州华运国旅重庆分公
司，首次在重庆推出明年3月出发的“西
宁、拉萨、林芝大型空调品质旅游专列12
日游”，报名十分火爆。此趟专列为定制
式有氧专列，开往青藏高原，安全舒适，慢
慢适应雪域高原气候。明年3月春暖花
开，又能赶上“冬游西藏”免费惠民政策的
尾声和林芝的桃花，是去西藏的最好时
机。专列将于明年3月7日左右出发，价
格为3180元/人起，铺位有限，报完即止。

加氧车 有氧空调专列带你去西藏

西宁到拉萨段的列车，游客就换乘
专列，专列为高原型号的车厢和车头。
车厢采取两套供氧设施，一是弥散供氧，
二是专列途经唐古拉山脉等极端高海拔
地区，乘客发生高原反应就可采用第二
套供氧措施——专门的吸氧口，非常有
助于缓解高反症状。

好行程 西宁停留慢慢适应高原

担心高原反应？不用怕！这趟专列
节奏舒缓、安全舒适。先坐正班车到达

西宁，游览青海湖、原子城纪念馆和塔尔
寺，慢慢适应雪域高原的气候和海拔。青海
湖海拔3200米，一般不会出现高原反应，停
留1天后，再上西宁开往拉萨的有氧旅游专
列，专列上供氧充足，一路舒适抵达拉萨。
回程也将从拉萨先返回西宁，休整一天再回
重庆。专列上全程有保健医生跟随，有摄影
记者随团拍摄，为读者保驾护航。

好气候 赏桃花观雪山最好季节

3月的西藏已经转暖，早晚温差很
大，白天最高温度可到18℃左右，而且
有充足的阳光，适合晒太阳补钙。

3月是西藏林芝的最佳旅游季节之
一，林芝地区号称西藏江南，桃花文化旅游
节一年一度，每年3月举办。3月在西藏看
雪山，比旅游旺季7、8月时候更加壮观。
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座高峰都清晰可见，不
必起得太早，就可尽观神山晨曦与日出。

免门票 节约门票近900元

西藏2019年10月15日至2020年
3月15日期间，实行景区免费游览或减
半政策。

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是60岁以下
的游客，在非优惠期间去西藏，此行的门
票花费约为1355元，但如果跟这趟专列
去，仅需花费450元左右（西藏的寺庙景
区不优惠，青海景区不优惠，有些景区有
观光车费），等于节约了近900元门票费
用。60～69岁的游客，也能节约450元
左右的门票费用，相当实惠。

观美景 专列上可赏青藏线景观带

这趟专列与别的行程不一样的地
方，旅途即观景，坐在专列上就能领略高
原的魅力景色。下车后，更有高原明珠
青海湖、塔尔寺、雅鲁藏布大峡谷、苯日
神山、鲁朗林海、巴松措、大昭寺、八角
街、羊卓雍措与布达拉宫可细细游览。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铀

有氧专列去拉萨
重庆首趟西藏旅游专列，门票节约近900元

3月走、好气候、免门票、赏桃花、快预订
报名热线：63907885、18696681817、18723693359

品质航空飞东京
国航直飞日本 享独家特惠定制7日游

泡温泉、看雪山、品茶道

羊卓雍措

富士山

布达拉宫

11月30日，初雪过后的北京银装
素裹，空气清新。位于北京丰台体育
中心的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大厅内，灯
光明亮、温暖如春，迎来了一群“特殊”
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安徽、浙江、江苏
三地的体彩代销者、“体彩新长城助学
基金”的受助大学生、媒体代表以及志
愿者代表等共96人组成的“相约体彩”
见证团。其中，曾获得“中国好人”“芜
湖市十大平民英雄”称号的王声林来到
了现场，并亲自启动了体彩超级大乐透
摇奖机。

共同见证阳光开奖
晚上18时，见证团首先来到开奖接待

大厅,这里有25岁的中国体育彩票的成长
历程，也有大家关心的开奖相关流程和小
贴士。随后，经过严格的信息登记、身份核
实以及安全检查等环节，见证团开始陆续
进入开奖现场。

19时53分，开奖现场开始播放视频，
生动翔实地介绍了中国体育彩票数据封
存、摇奖机具保存和使用等细节,并让大家
亲手触摸并感受模拟摇奖球的重量与质
感。在目睹了大乐透、排列3、排列5的试
机工作，观看现场公证人员认真细致地码

放摇奖球的全过程后，三地代表团各派出2
名代表上台，和现场工作人员一起，近距离
监督查验公证员装球情况。

开奖准备与开奖直播全过程都在公证
人员监督下，由演播厅前方的高清摄像头
实时监控，“这可比高考监考严格多了。”一
名代销者小声说道。

20点30分，王声林郑重按下摇奖机启
动键，开出第19137期体彩大乐透中奖号

码。开奖结束后，见证团代表再次上台核
验开奖结果。大家纷纷表示，零距离接触
体彩开奖，真切感受到整个过程完全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从2001年加入体彩队伍，到今年已

经第十九年了。电视里看过很多次摇奖，
这是第一次来到开奖现场，而且还是作为
开奖嘉宾，我感到非常荣幸!”王声林异常激
动地说。

2004年，王声林帮别人保管的彩票中
得500万元，在大额的奖金面前，他选择诚
信，将彩票交还购彩者。王声林作为开奖
嘉宾见证了体彩开奖的全过程，他对于中
国体育彩票的公信力也有了新的认识：“站
在台上有一种神圣感,整个开奖过程非常
严谨，中国体育彩票值得我们信赖！”

“火哥，看完开奖怎么样？快在朋友圈
直播一下啊！”这位大家口中的“火哥”名叫
周永火，是一名来自杭州富阳的体彩代销

者。“我们代销者都有一样的苦恼，总会有
购彩者质疑开奖的真实性。这回咱们用事
实说话，体彩公信力还要靠大家共同宣
传！”周永火回应到。

公益体彩就在身边

作为体彩一线工作者,他们无时无刻
都在感受、见证着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与
公信。万祖洪是来自安徽合肥的体彩代销
者，今年她还获得了“体彩追梦人”荣誉称
号。万祖洪在谈现场见证开奖过程的感受
时表示：“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内心非常平
静，因为在我的体彩店里，就曾中出过大乐
透二等奖200多万元。这些年我也见证了
中国体育彩票作为公益事业，为学校的孩
子们完成‘愿望清单’,这次来到开奖现场，
心里感受更多的是有了一份归属感和认同
感。”

最暖不过雪中送炭，公益体彩送出的
爱心不求回报，但能听到来自受助群体的
回声，对体彩人来说，是幸福的礼物。

“我的家庭由于体彩的帮助，减轻了很
多压力，也让我更能专心于学业。”方同学
是安庆师范大学一名大二学生。这次来到
开奖现场，让他对体彩公益有了更为直观
的认识：“2018年我考上大学，尽管是件好
事，却让我们一家感到发愁。幸亏‘中国体
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解了燃眉之急，
让我交上学费，踏入大学校门。以后我会
好好学习，不辜负体彩的爱心！”

信任是一种坚守，是一种奉献，也是一
种托付，更是一种力量，每一张体育彩票都
承载着购彩者对公益事业的拳拳之心。未
来，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践行“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的品牌理念，为建设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继续砥砺前行。

见证阳光开奖 为公信体彩代言

“中国好人”相约体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