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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
亨）昨日，包括中心城区在内的重庆各地阴雨绵
绵。到下午3点，全市各地气温均不足20℃，大
部分地区气温介于14-19℃之间，更冷的酉阳
只有11.2℃。

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重庆依然是多雨
天气。降雨持续，气温变化不大，全市最高气温介
于18-23℃之间，最低气温介于10-15℃之间。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今天：阴天有阵雨，气
温 15～20℃。明天：阵雨，气温 15～19℃。后
天：阵雨，气温15～18℃。

江津
此次评定，江津聂荣臻故里景区和江津科技馆

分别拟确定为国家4A、3A景区。
江津聂荣臻故里，位于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重庆市青少年教育基地。景区设计五大核心游园，
包括：聂帅父母墓——旅游接待游园;聂帅故居——
聂帅文化游园;私塾染坊——乡村创客游园;插旗寺
小学——乡村读书民宿游园;吴滩古镇——旅游配
套游园。距离中心城区车程约1小时左右。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银昆高速—成渝环线高速
—九永高速—吴马道—迎宾路—岔吴道—聂荣臻故里

江津科技馆总建筑面积5700平方米，布展面积
3700平方米。展厅设计以“科技江津、启智创新”为
主题，由序厅、防震减灾展厅、启迪与探索展厅、儿童
天地展厅、临展厅五个展厅组成，有大小展品百余
件。值得注意的是，游客需提前在其微信公众号上
进行实名预约。距离中心城区车程约50分钟左右。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银昆高速—成渝环线高
速—西彭互通—西江大道—江津科技馆

璧山
璧山秀湖景区拟确定为4A景区，东岳体育公

园拟确定为3A景区。
璧山秀湖景区占地面积约1.13平方公里，由非

遗小镇、全景电影小镇和汽车露营公园三大重要板
块组成。景区内林木葱郁、花团锦簇、空气清新、山
环水绕、曲水叠岗，湖边驳岸和大面积浅水滩涂造就
了完美的湿地风光，仿古明清建筑呈现出的亭台楼
阁，轩榭廊坊，彰显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独特魅力。目
前，景区需提前预约，可通过其网站进行预约。距离
中心城区车程约半小时左右。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银昆高速—高新大道—
新凤大道—双星大道—秀湖景区（除了自驾，也可以
乘坐1号线到达璧山，然后再乘坐“云巴”到达秀湖
景区）

到了璧山，你还可以顺路去一下东岳体育公园，
“云巴”也有东岳体育公园站。东岳体育公园有多个
运动区，既注意健身锻炼功能，又植入生态、文化、旅
游等元素，实现了体育、生态、文化、艺术的巧妙融
合，让市民在休闲健身的同时，可以呼吸清新的空
气，欣赏优美的风景，品读悠久的历史。距离中心城
区车程约50分钟左右。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银昆高速—244 国道—
东林大道—永嘉大道—东岳体育公园

云阳
云阳歧山草原景区拟确定为4A景区，云阳三

峡农耕园拟确定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歧山草原景区主要是高山、森林风光。盛夏时

节，可观翠峦如波、云雾如海;春、秋季节，可赏山花
烂漫，姹紫嫣红，歧山草原所在地，仍保留着住吊脚
楼、唱土家山歌、跳摆手舞等古朴的民风民俗和丰

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此外，还
有丛林飞越、丛林飞

雨一直下 中心城区难超20℃

重庆又增一批国家4A、3A级景区

“五一”去这些地方打卡
昨日，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委

获悉，经评定，江津聂荣臻故里景
区、璧山秀湖景区、云阳歧山草原景

区、奉节三峡原乡景区达到国家AAAA级旅
游景区标准，拟确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江津科技馆、永川博物馆、璧山东岳体
育公园、梁平川西渔村、开州童话森林王国
景区、忠县灌湖水乡景区、云阳三峡农耕园
达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标准，拟确定为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这些新晋的3A、
4A景区如何去？都有哪些耍事？记者为你
做了攻略。

车、森林越野、滑草场、滑雪场等体验项目，以及露营、民宿等。距离中心城
区车程约5小时。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石渝高速—沪渝高速—恩广高速—竹园大道—
岐山草原

三峡农耕园位于云阳泥溪镇石缸村，园内由“乡村大世界、童年记忆、山
泉泳池、瓜果长廊、农家菜园、稻田戏鱼、柳岸凉亭、农谚集萃、作坊印象、农
耕博物馆”等十大主题园区组成。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享受田园生活，
还可以亲身体验扶犁开耕。距离中心城区车程
约5小时。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沪渝高速—沪蓉
高速—305省道—泥溪镇—三峡农耕园

奉节
奉节三峡原乡景区，拟确定为

4A级旅游景区。
三峡原乡景区距离奉节县城约40

公里外，两处高约600多米如刀削般的
绝壁构成的巨型“山门”，因形状和险峻酷
似夔门，而被世人称为“旱夔门”。“山门”之
下，就是三峡原乡景区。游客除了可游览地壳
运动时大自然留下的鬼斧神工外，还能体验包括川
东民居民俗等众多人文风情景观。距离中心城区
车程约5小时。

自驾线路：沪渝高速—沪蓉高速—三峡原乡

忠县
忠县灌湖水乡景区拟确定为3A级旅

游景区。
灌湖水乡景区位于忠县马灌镇倒

灌社区、双石村、金宝村交界之地，距离
张南高速入口仅5公里，因长江支流渠
溪河的源头倒灌湖贯穿其中而得名。
如今，景区已建成环湖彩色休闲步道
3.5公里，并完成核心油菜花观赏区灌
湖花海的整体规划打造，充满时代印记
的七零老街、七零公社的修护完善，以及
彩虹步道、游船观光、环湖骑行、野趣亲子乐
园、萌宠乐园、花田茶社、热气球狂欢、浪漫水车
等多个特色游览区域的建设，符合各年龄层次游客
需求。距离中心城区车程约2小时30分。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沪渝高速—张南高速
—灌湖水乡景区

永川
永川博物馆拟确定为3A级旅游景区。
永川博物馆建筑面积约9000平方米，现有馆藏可移动文物1700余套，

近5000件，包括石器、陶器、瓷器、玉器、铜器、铁器、木器等十几个类别。展
区有秀美永川、沧海桑田、恐龙故园、自然宝物、远古追踪、汉风醇厚、兴盛永
川等。此外，还重点展示有恐龙化石、永川海陆变迁以及永川历史沿革和社
会发展、艺术瑰宝等历史人文。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馆周一闭馆。距离中心
城区车程约1小时左右。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银昆高速—永川博物馆

梁平
梁平川西渔村拟确定为3A级旅游景区。
“川西渔村”休闲渔业园区共有四个区，分别为，渔阅科普展示区、渔火

文化体验区、渔趣旅游拓展区、渔家度假休闲区，是一个将农文旅多元化融
合，集渔产业、渔文化展示以及技术培训、休闲观光、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休闲、生态旅游观光型景区。距离中心城区车程约2小时30分。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沪渝高速—沪蓉高速—张南高速—川西渔村

开州
开州童话森林王国景区拟确定为3A级旅游景区。
该景区共分为九大主题区，包含音乐魔幻湖、天鹅湖畔、萌宠动物园、童

话乐趣草原、梦幻金沙滩、奇幻森林之旅、科技体验馆、浪漫星空屋、童梦美
食演艺厅，共计40余个游乐项目。距离中心城区车程约4小时30分。

自驾线路：中心城区—沪渝高速—沪蓉高速—银百高速—童话森林王国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景区供图

云阳岐山草场

▲璧山秀湖景区

▲永川博物馆

▲开州童话森林王国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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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公告
重庆市泓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
选层挂牌，现正接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辅导。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的有关要求，为提高股票发行透明度，防
范化解证券市场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本公司愿接受社会各界和公众的
舆论监督。现将有关联系方式和举报电
话公告如下：

公司住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
2868号，法定代表人：谭震，联系人：江超
群，联系电话：023-40720888，传真：
023-40720777，电子信箱：hongxikeji
@hong-lin.com.cn。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举报电话：023-
89031960，通讯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
支路2号合景大厦15楼（邮编400010）。

特此公告。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区餐厨垃圾处理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合川区餐厨垃圾
处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
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s://www.cesg.com.
cn/aspx/ch/newsdetail.aspx?classid=58&id=12793；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
所查阅环评报告。联系人：易老师,电话：18523509002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4号高科总部广场K
栋。（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vFRX_R6JwYdD5AMx -
pHqrg提取码：wnj3。（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电子邮件：511481579@qq.com 电话：023-88520456。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4月13日~2021年4月26日。

●遗失重庆鹏英医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刻章证明声明作废●本人刘晏驰不慎将大学毕业证遗失，毕业证书编号：10617
1201505004301，毕业学校为：重庆邮电大学，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强顺物流有限公司渝D63489营运证遗失作废。
宏锦公司渝D5562挂 500110074626 遗失作废。
宏锦公司渝BZ8319 营运证 500110064162遗失作废。
久木公司渝DD3033营运证500110113459遗失作废。

重庆燊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2222065295；财务专用章一
枚，编号：5002222065296；发票专用章一
枚，编号：5002222065297声明作废。
重庆旺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发证日期2021年
03月01日，编号WDT0800LD0058546的上汽依
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底盘合格证，车架号
LZFF31X68LD0585465 发动机号 20A00375631，
声明作废。重庆旺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发证日
期2021年 03月01日，编号WDT0800LD0058546
的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整车合格证，车
架号LZFF31X68LD0585465发动机号20A0037
5631，声明作废。公运长寿分公司渝BT0369（500
115056616）渝BT9893（500115062819）营运证遗
失。世季风物流公司渝D51135营运证500110100
643遗失。佳驰物流公司渝BR0953营运证500110012
026遗失作废。上航物流公司渝BR0576（5001101109
39）渝BS0961（500110044514）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张鋆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006678作废

▲奉节三峡
原乡景区

▲忠县灌湖水
乡景区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04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6 0 2 1 3 + 5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09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2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09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2 4 3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0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1 3 3 0 3 0 3 3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0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1 3 3 0 3 0 3 3 3 0 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04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3+ 3+ 0 1 2 3+ 3+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4月18日

0 1 4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98期

重庆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21年4月18日

中奖号码：
红色球号码

32 18 09 02 23 26
蓝色球号码

14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开奖公告
第2021041期

36 69 20 78 13 28 41 42 60 01
12 02 51 16 76 31 04 61 62 46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
重庆市开奖公告
第202109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