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彭瑜 韩毅 彭光
瑞 实习生 黄艺佳）国庆中秋长假到哪
里玩？日前，重庆日报记者打探发现，我市
各区县纷纷推出精彩活动，让游客体会不
一样的风情。

梁平 推金秋旅游线路

梁平美，梁平的金秋更美。秋季旅游
成为梁平旅游的又一个旺季。9月28日，
梁平区举办“双桂田园·金秋梁平”活动启
动仪式，推出了秋季旅游系列活动。

在启动仪式现场，游客观看了独具梁
平特色的草把龙、癞子锣鼓、梁山灯戏等非
遗项目，推出了“双桂堂、梵华禅境、望花山
谷、滑石古寨、金带桂园”金秋旅游线路。
据介绍，9月下旬至11月上旬，梁平区将举
办“双桂田园·竹韵柚香”摄影大赛，两年内
重点拍摄百里竹海、双桂田园、蟠龙蜀道、
双桂堂、滑石古寨等反映梁平的人文景区、

山水风光、乡村旅游为主的作品均可参赛，
9月20至10月20日为投片时间，于11月
上旬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奖。

明年1月上旬，该区还将以“柚”为主题
举办一年一度的采柚盛会，地方特色文艺
节目及非遗表演，趣味游戏，“柚子大力士”
比赛，柚王、最美摄影师颁奖，摄影作品展
等活动。

南川 推出“舌尖”之旅

吸引游客，特色美食是屡试不爽的好
办法。9月29日，南川首届“南川味道”美
食擂台赛落幕，评选出天麻滋补乌鸡汤、金
佛山养生补益汤、金佛山笋卷等10个名菜
及迎宾巴山石羊、黎香湖口水鱼、金山柴把
笋等10个特色菜，并邀请游客国庆中秋长
假前去品尝。

该美食擂台赛分“四季”，分别在金佛
山西坡、黎香湖瑞士风情小镇、大观镇中江

村、新城区南商广场举办了金佛山方竹笋
系列、金佛山养生药膳系列、南川地方特色
菜系列、火（汤）锅系列四场厨艺大赛。

武隆 渝籍新手自驾景区免费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从武隆景区获悉，
该景区将推出“关爱新手计划”，从9月30
日起至年底，新车车主及新手驾驶员可享
免票优惠。

据介绍，此次优惠活动主要针对机动
车驾驶证初次登记日期半年以内的重庆籍
驾驶员。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可凭本人机动
车驾驶证前往仙女山、天生三桥、龙水峡地
缝、芙蓉洞景区的售票窗口，经工作人员核
实确认后，享受以上4个景区免门票的优惠
（不含换乘车、索道）。

同时，机动车行驶证登记日期在半
年之内的重庆籍新车车主，也可获上述
相同免票优惠。但上述两项优惠不可

叠加。

巴南 满山红枫红艳似火

9月29日，巴南区圣灯山镇五洲园秋
季开园，满山红枫红艳似火，错落有致，盛
邀游客国庆中秋长假前去赏叶。

在我市，巫山、奉节、城口、南川都可赏
红叶及彩叶，但最佳观赏期一般为10月下
旬至12月。五洲园的红枫提前“染红”，在
于景区9月上旬进行了特殊技术处理，通
过追肥、添加微量元素等，促使树干萌发嫩
芽，长出红叶，形成满山殷红似火的瑰丽景
观。

据悉，除了赏红叶，该园还种植有名
贵珍稀花木逾百万株，如美国红枫、大花
青枫、桂花、樱花、玉兰、紫荆、西洋鹃等，
搭配出色彩斑斓、立体感强的景观效果，
供游客观光、露营、运动健身、休闲垂钓
等。

国庆中秋长假

重庆区县游乐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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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 李珩）9月29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我市主城各大医院获悉，国庆长假期间门诊安排已经出
炉，大部分医院假期门诊正常开展，有部分科室应诊时间有
调整，市民前往医院就诊请提前查看。

重庆附一院：10月1日-10月6日，上午正常门诊，下午
没有门诊，急诊24小时应诊；10月7日、8日，恢复全天门诊。

重医附二院：10月1日-10月3日，消化科、泌尿外科、普
内科、骨科、胃肠外科、三腺外科、肝胆外科、内分泌科、呼吸
科等科室仅上午门诊，其余科室均正常应诊；10月4日以后，
大部分科室恢复全天应诊。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10月1日-10月8日，各科室照常应
诊；急诊内科、急诊外科24小时应诊。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大坪医院：10月1
日—10月8日，上午正常门诊，部分科室有专家门诊。

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10月1日-10月8日，眼科、耳鼻
咽喉科门诊照常应诊，10月4日起所有门诊照常应诊；中山
院区：骨科、心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眼科、综合门诊上
午应诊；江北院区：呼吸专家门诊正常应诊，心内科、外科、神
经内科住院部应诊，中医科、儿科、皮肤科10月1日和7日上
午门诊应诊，五官科4日和7日上午应诊，妇产科6日和7日
上午应诊。

市肿瘤医院：10月1日-10月4日，门诊均不应诊，病员请
到相应病区就诊。10月5日-10月8日，上午开设假日门诊。

市妇幼保健院：10月1日-10月8日，产科、妇科、儿科正
常应诊，遗传与生殖研究所仅上午应诊；妇女保健科仅10月
2日、6日应诊；计划生育科10月1日-10月3日放假，10月4
日上午只预约手术，下午停诊，10月5日-10月8日上午均可
手术和预约，下午停诊；儿童保健科仅10月7日、8日上午应
诊，不进行早教，不接种疫苗。

市中医院：门诊正常应诊。
医生提醒市民，根据以往的长假期间门急诊量统计，节

日后病人数往往比平时增加3成左右。节日期间聚会增多，
容易导致一些节日疾病，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留在家中，都
要注意劳逸结合，切勿暴饮暴食、过度饮酒、生活无规律，别
让“节日病”缠上。

国庆中秋主城各大医院门诊安排出炉

部分医院门诊有变化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 王伟）国庆、中秋双节将至，
不少市民都在制订出行计划，中秋阖家团圆也让人期待。9
月29日，重庆市气象局发布消息称，今年国庆中秋假期，重庆
将以阴雨天气为主，市民或许无缘中秋赏月。与此同时，为
保障节日期间防汛抗旱安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法定汛
期应急值班工作延至10月31日24时。

对于市民颇为关注的国庆长假期间的天气情况，据最新
气象资料分析，国庆长假前期我市将持续阴雨天气，东北部
地区雨量较大；后期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

受阴雨天气影响，中秋主城市民或许无缘赏月。气象专
家介绍，今年中秋节是10月4日，而国庆前期重庆将持续阴
雨天气，目前预测10月4日主城是小雨天气。即使当天雨
停，也以阴天为主，因此主城市民或许无法在中秋当晚赏月。

气象专家提醒，由于渝东北、渝东南前期降水较多，加上
国庆前期仍有较强降水，提请注意防范山体滑坡。出行的市
民需要注意国庆前期的持续阴雨天气，降雨导致路面湿滑，
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雨雾。

市防指专门召开会议对近期防汛抗旱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要求全市各级防汛抗旱部门和有关成员单位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强化会商研判、强化应急准备、
强化隐患防范、强化蓄水保水、强化工程建设。决定在法定
汛期（5月1日-9月30日）的基础上，顺延防汛抗旱24小时
应急值班工作至10月31日24时。

国庆长假山城连阴雨

中秋夜主城或无缘赏月
市防指延长汛期值班时间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国庆中
秋长假即将来临，主城各长途汽车站
正迎来出行潮。重庆日报记者 9月
29日从市交运集团站务中心获悉，
今年国庆、中秋黄金周期间，主城长
途汽车站预计运送旅客40万人次。

车站方提醒，长假前期车站客流出行
主要集中在上午9至11点、下午2至
4 点这两个时段，建议乘客错峰出
行。

据介绍，9月30日和国庆节当天，
通常是长途车站客流出行最集中时

期，预计从10月3日后出行客流会有
所减少。龙头寺长途汽车站工作人员
表示，长假期间预计该车站的客流出
行目的地集中在市内各区县和川、黔
等中短途地区。为此，车站方已加开7
条中短途线路，并增派了50多台加班
运力。

目前，从陈家坪、菜园坝等长途汽
车站发往璧山、江津等地的线路已启
动临时发车位，实行上车购票、坐满就
走，以此减少排队购票时间。

黄金周主城预计有40万人次乘长途车

今明两天是客流高峰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来自两江公交公司的消息：
10月1日起，新开机场快线K05路，每天运行于南坪四
公里枢纽站和江北机场T3航站楼之间，沿途停靠T2航
站楼。该线路开收班时间为T3航站楼8：30-22：30，四
公里枢纽站8：00-21：00，票价15元。

10月1日起

四公里枢纽站开通
至T3航站楼直达车

本报讯 （记者 杨艺）重庆日报记者9月29日获悉，为
保证2017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
应，市商务委加强了“两节”期间重要生活必需品的保供工
作，目前，全市粮油、蔬菜、猪肉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相对稳定。

据介绍，针对即将到来的“两节”消费旺季，市商务委积
极做好保供工作。仅重粮集团在“两节”期间已储备米、面、
油、杂粮近17万吨，其中大米3万多吨、食用油近6万吨，能
够保证全市20天以上的大米消费量、30天的使用量。

“两节”期间，本地蔬菜产量增加，外地蔬菜大量来渝，预
计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目前，双福国际农贸城、重庆花
枝农业有限公司等蔬菜批发市场日均供应蔬菜7000余吨左
右，能够满足全市需求。

猪肉消费方面，当前全市生猪日屠宰量维持在3.5万头
左右，主城区在1.6万头左右。继7、8月销售淡季以后，9月
份本地大型猪肉企业农投集团增加屠宰量1万头以上，同比
增幅达10%。

其余消费品种也数量充足、价格稳定：如水果价格已连
续三个月下跌，其中西瓜、葡萄等水果仍处上市旺季，领跌效
应明显，而苹果、梨等大宗水果逐渐上市，价格或稳中有涨；
水产品供应进入旺季，水产品价格或稳中有跌；鸡蛋价格连
续三月回升，牛奶价格稳定。

全市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
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国庆中秋

黄金周，我市及周边出行条件怎样，重庆交
巡警为此发出了长假8天施工改道、避堵以
及安全出行的建议。

注意避开施工路段

9月30日23时30分至12月31日，新
凤中立交工程施工，将封闭老凤中立交匝
道，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内环快速路主线交
通组织不变。

原内环经凤中立交下道车辆改道：
内环快速路—华岩立交—华建路—华

龙大道半山路口—华龙大道—创业大道—
金科路—凤中路方向。

内环快速路—华岩立交—华建路—华
龙大道半山路口—龙门阵大道—华玉路—
凤中路方向。

原凤中路经凤中立交上内环车辆改
道：

凤中路—金科路—凤西路—创业大
道—华龙大道—华成路—华建路—华岩立
交—内环快速路方向。

凤中路—华玉路—华岩寺路—华龙大
道—华成路—华建路—华岩立交—内环快
速路方向。

凤中路—华玉路—龙门阵大道—
华龙大道半山路口—华龙大道—华成
路—华建路—华岩立交—内环快速路
方向。

此外，渝澳大桥至两路口分流道轴箱
梁夜间吊装施工，也将有交通管制。10月2
日、4日、6日（每日23时至次日5时）封闭牛
角沱立交至李子坝、沙坪坝方向右转匝道
进行吊装施工，车辆通过牛角沱立交进行
转换。

注意错峰避开堵点出行

预计9月30日至10月1日主城区路网
易拥堵缓行，10月2日至7日主城区路网拥
堵程度下降到畅通状态，10月8日至9日主
城区路网拥堵程度逐渐增加。

10月1日出城高峰，海峡路往四公里
方向、四公里立交，G93成渝高速出城、新溉
路往渝鲁大道方向等通道将迎来车流高
峰。10月8日返城高峰，渝鲁大道、西环立
交、四公里立交、东环立交、江南立交等将
现交通拥堵。

节日自驾热门景点为：人民解放纪念
碑、磁器口、重庆朝天门广场、重庆云阳龙
缸国家地质公园、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洪

崖洞民俗风貌区、重庆武隆天生三桥风景
区、大足石刻旅游景区、重庆野生动物世
界、丰都鬼城、美心洋人街、重庆中央公园、
重庆园博园。

节日自驾热门商圈为：龙湖时代天街、
西部奥特莱斯购物广场、万达广场（南坪
店）、万象城、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南坪店）、
万达广场（巴南店）、万达广场（永川店）、大
融城、王府井奥莱（解放碑店）、日月光中心
广场。

据市气象局天气预报，国庆假期重庆
地区可能出现降雨、大雾天气，气温在20~
30℃之间，外出自驾行车时如遇到雨雾天
气需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宽灯、前后位灯
及危险报警闪光灯，降低车速、小心驾驶，
确保行车安全。

节日期间易拥堵缓行道路为：
10月 1日易拥堵缓行道路有解放东

路、三峡支路、五黄路、重庆黄花园大桥、沧
白路、陕西路、丁香路、民族路。

10月2日至7日易拥堵缓行道路有朝
天门长江大桥、海峡路、童家桥正街、五童
路、松牌路、红石路、华福大道、嘉陵江滨江
路。

10月 8日易拥堵缓行道路有三峡支

路、丁香路、解放东路、陕西路、新桥正街、
梧桐路、中山二路、兰美路、新山路、山洞
路。

全市149个检查站开启夜查

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每天 19
时至 24 时，149 个执法检查站都将开展
路面夜查工作。城市道路将以酒驾毒
驾专项整治为重点，公路以长途客车、
旅游包车和“营转非”大客车专项整治
为重点，严查超员、违反夜间停运规定
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在旅游景区周
边道路增设临时巡逻检查点，加强对外
地客车、自驾游车辆的执法检查和安全
提示。

高清卡口启用智能抓拍

节日期间，将充分发挥全市各大高清
卡口进行科技化巡查，提升路面科技防控
效能。通过各大卡口智能缉查网络和执法
服务站对应视频监控协同联动，对本年度
交通违法次数超过10条、且未处理的车
辆，将录入到路面预警系统，民警在路面执
勤执法过程中将对车辆进行拦停，严格处
理。

重庆交巡警发布国庆中秋黄金周出行提示

▼9月28日，九龙坡区外滩广场，绿化工人正在整理花
卉。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和国庆、中秋双节，9月初以来，该
区奥体路、石桥铺、渝州路、科园六路等多条主支干道开始
绿化更新和鲜花换栽，其中外滩广场、渝州宾馆大门、动物
园大门三处还搭建起了大型的主题造型花坛，让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绚丽的“鲜花展”。记者 崔力 摄

鲜花靓街头

◀9月27日，重庆园博园，市民正在观赏醉蝶花。当日，记者从重庆园博园
了解到，为增加园区节日气氛，园方引入了在西部地区较罕见的醉蝶花，市民可
在园区看到10万株醉蝶花。据了解，“双节”期间，园博园还将举办航模展、亲子
活动、歌舞表演等。 记者 杨骏 苏思 摄

园博园看醉蝶花

▲9月27日，在沙坪坝区歌乐山国际慢城翡然湖步道，正在参加健步行活动
的游客行走在花丛中。即日起，位于慢城的开心农场、荷塘悦色生态农业园、翡然
湖等地将陆续开展七彩极限滑草、千人浑水摸鱼、平衡车环湖漫游等九大主题活动，
一直持续到11月15日，市民可前往感受别致悠闲的慢生活。记者 张锦辉 摄

歌乐山感受慢生活

9月29日，江北区一永辉超市，工作人员正在上货。
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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