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避暑时
明起升温了 最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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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黔江水市 享受云海之上的清凉

江北城消落区将新建7个广场8处亲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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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
有人家。在黔江区的大山深处、
云海之上，就藏着一个美丽的纳
凉小镇——水市乡。

这里海拔很高、气候适宜，冬
日赏雪景，夏日观云海，被称为

“云上水市”；这里风景秀美，森林
覆盖率达73.5%，还能看到“红军
树”、“千年藤王”这些植物奇观；
这里住宿方便，乡村农家乐干净
整洁，游客们能吃到农家菜、土家
菜，是夏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云海之上的小镇
夏季平均气温22℃

从重庆主城出发，沿着包茂
高速渝湘段一路向东南方向行
进。3 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就到
了黔江区境内。在濯水互通下高
速后，就来到了美丽的濯水古镇，
这里距离“云上水市”还有差不多
半个小时的车程。

沿着乡村道路蜿蜒向上，入
目一片绿意。随着海拔一路拔
高，气温也不断下降。打开车窗，
可以感受到凉爽的清风，闻到草
木清新的味道。很快，车辆就上

到了山顶，在俯视群山的同时，还
能看到群山之间弥漫的雾气。

在惬意享受之中，车辆很快
就到达了水市乡。天空澄明，蓝
天白云之下，小镇看起来十分干
净漂亮。走在太阳底下，也会时
有凉风吹来，没有城里那么闷热。

“我们这里夏天很凉快，晚上
睡觉都要盖被子，不然要吹感
冒。”当地居民告诉记者，因为海
拔较高，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
22℃，气候十分宜居。

更让人惊奇的是，因为海拔
较高，夏季在水市，还能看到云海
奇观。当地居民段利明形容，在
早上日出之前，或者是山下雨后，
都能看见一片云海，围绕在半山
腰之间，十分壮观。

赏花露营骑马
美景耍事花样多

除了气候适宜，水市还有着
很多美景和耍事，能够让前去避
暑的游客流连忘返。

夏季在水市，不仅能观赏到
荷花，还能在云顶高山，观赏到美
丽的格桑花。云顶高山海拔约
1500 米，山上云雾缭绕、绿树成
荫，从山上观景台俯视，水市千丘
梯田和日落景观尽收眼底。

云顶高山，已经建成了天然
露营基地、跑马场、自行车赛道、
观光摄影亭等旅游及配套设施。
夏季气候凉爽，众多游客到云顶
山上露营休闲、赏花骑马，这里也
成为自行车骑行爱好者和徒步爱
好者的喜爱之地。

而在水市水车坪，不仅有着
被录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老
街，还有着一棵300年历史的“红
军树”。这是一棵老皂角树，贺龙
元帅途经水车坪时，曾在这棵树
上拴过马，还在树下召开过誓师
大会。2009年后，在红军树前新
建了红军广场、纪念亭等，成为重
庆市、黔江区军队和地方革命传
统教育的基地，游客可以感受一
次红色之旅。

千年藤王、千丘梯田、老街赶
场、篝火晚会……在水市，有很多
的美景和耍事，相信你一定不会
无聊。

农家乐吃农家菜
住得舒服吃得舒心

在水市纳凉避暑，有众多农
家乐可供游客选择，而且价格合
适。记者了解到，水市现有农家
乐近50家，床位约1500个。

36岁的吴燕君是一家星级农

家乐的老板，曾经是一名护士的
她，在 2年前水市开始发展乡村
旅游后，自己开了一家农家乐。
她家的农家乐有 25 个房间，48
个床位，今年夏天已被重庆来避
暑的游客全部住满。

“我们标间是每人1600元一
个月，有2个床位带厕所。包吃，
每顿基本上都是两荤六素一汤。”
吴燕君介绍，不管是腊肉、蘑菇、
蔬菜都是从附近买的农家菜，他
们时不时也会给游客煮点土家特
色菜，十分受欢迎。

吴燕君告诉记者，这 2 个月
下来，农家乐可以收入七八万元
左右。而来光顾的游客，基本上
都是去年的“回头客”以及带来的
亲朋好友。

刘阿姨一行10人，就是去年
的“回头客”。去年来了之后觉得
还不错，今年刘阿姨又叫上同学们
一行10人再次来到水市避暑，入
住了吴燕君的农家乐。“这里很不
错，凉快、空气好，明年还要继续
来！”对于水市，刘阿姨赞不绝口。

出行指南
自驾：渝湘高速濯水互通下

道-水市乡集镇
乘坐公共交通：重庆主城-黔

江城区-汽车南站-水市乡

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的媒体，集权威性、专业性
等特点于一身，众多一流企业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在

央视投放自己的品牌广告为企业做强有力的推广

宣传。而像 CCTV-2 财经《第一时间》与 CCTV13
这样的新闻类栏目，在选择题材则会精细入微、谨

慎之至。红星美羚作为中国率先打出“羊”字头的羊

乳企业，7 月 4 日至 10 月 3 日将震撼登陆 CCTV2
财经《第一时间》与 CCTV13 新闻，全新演绎生态羊

乳大格局，生态羊乳，“纯”在美羚，秉承天然纯鲜，
关爱健康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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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秦英遗失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
副本，证书编号：A20145001141349声明作废。

●昌宇搬家、搬厂，全城连锁67702566
搬家服务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
业园， 重庆物流基
地旁标准厂房10.8
米层高 ，10t行车 ，
纯一楼 ，50年出让
地 ，2300元/平 ， 有
蒸汽接入。
电18623049966
话023-47633266

收售餐桌椅13996087067
茶酒楼桌椅家用办公家具空调厨具

二手市场

品牌婚介

●美的缘九年68067355也可侨和外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回龙
坝镇人口与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站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
成立清算组 。 请债权人自2017年8月10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
声明：重庆利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2014年
3月 25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500113000037996；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号
500113203421315；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
码号20342131-5；法人私章 （刘林），声明作废。

声明： 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陈宏利
机电设备经营部遗失2003年8月2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13014288-1；
遗失国税 、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 税号
652301197203207173，声明作废

迁坟公告
按照区政府《关于建筑垃圾消纳场规划

布局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专题会议纪要
2017一88)精神，流转租用巴南区龙洲湾街道
沿河村五社部分土地为建筑垃圾消纳场用
地 ， 凡在流转租用地范围内的坟主 ， 限于
2017年8月20日前到沿河村民委员会办公室
办理迁坟相关手续 ，并自行搬迁坟墓 ，逾期
未办理搬迁手续的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龙洲湾街道办事处

2017年8月10日

重庆商报讯 10 日，由暴雪娱
乐、香蕉游戏传媒联合主办的2017守
望先锋职业系列赛（简称 OWPS）夏
季赛常规赛在上海云SPACE宝山秀
场正式开战，赛程为期一个多月，12
支国内战队将逐鹿夏季赛冠军。

据了解，2017守望先锋职业系列
赛赛事体系包括春、夏两个赛季、年
度总决赛和2017泛亚太超级锦标赛，
总奖金400万元，是目前中国《守望先
锋》电竞项目最高级别职业赛事。6
月 24日，OWPS春季赛总决赛落幕，
8支战队经过近两月的角逐，最后由
韩寒创立的1246战队黑马夺冠。经
历了休赛期的调整和升降级赛，夏季

赛常规赛成员扩充到12支战队，比赛
将更加密集也更加激烈。

开幕式现场精彩纷呈，其中一大
亮点是充满个性发挥的战队介绍，轮
到LF战队出场时，人气极高的队长兼
美女选手177引起观众一片呼声，男
生队员们索性摆出众星捧月造型，让
人捧腹。春季赛冠军1246战队和亚
军LGD战队则给在场观众带来了精
心准备的礼物，现场气氛不时掀起一
个个小高潮。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夏季赛常规
赛的揭幕战就迎来激烈对决，由LF战
队对阵LGD战队，两支战队在春季赛
都取得了前三名的名次，而在数次对
决中充满了故事和精彩。比赛开始，
LF战队用无懈可击的天空力量击败

了 LGD 战队先胜一局，但 LGD 战队
沉着应战，连追两局，以极限翻盘的
方式完成了开门红。

随着OWPS夏季赛常规赛开赛，
电竞爱好者们在NGA等相关游戏论
坛上展开了激烈讨论。该负责人表
示，随着赛事的深入和各战队状态的
回升，夏季赛常规赛将为观众奉献更
加精彩的内容。

据悉，电子竞技作为体育竞技的
一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和热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与阿里
体育4月17日在杭州联合宣布，电子
竞技将加入2017年亚洲室内武术运
动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
杭州亚运会，并且将在2022年杭州亚
运会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重庆商报讯 江北嘴片区沿
岸将再添景观工程和基础配套。
昨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总投
资超 5.7 亿元的江北城段消落区
综合治理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
告已于日前获得批复。

据了解，江北城段消落区综
合治理项目业主为重庆中鹏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地点在江北嘴片区，建设期限为
24 个月。从建设规模和主要建
设内容来看，该项目总投资在
5.7212 亿元，起于嘉陵江长安码
头下河道，止于塔子山南麓观音
寺附近，主要包括建设护岸工
程、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和生态景
观工程等。

具体来看，江北城段消落区
综合治理项目护岸工程，包括护
岸轴线总长 5912 米，其中，新建
段1996米采用斜坡式护岸，已建

段3916米采用直斜复合式（直立
式挡墙+二/三级斜坡的型式）；
沿线新建 7 个广场、8 处亲水平
台，总面积34600平方米；新建下
河梯道、人行通道及无障碍坡道
共27处；维护改造已建防洪护岸
工程植被、步道铺装、护栏等。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包括新
建 2 条下河公路总长 981 米；新
建、改 建 停 车 场 4 处 ，总 面 积
20340 平方米；配套建设排水工
程、游客服务中心、综合服务岗

亭、社会商业服务点、环卫设施、
电力设施、文化设施等。

此外，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
治理项目还将打造生态景观工
程，包括砂岩浮雕、景观置石、绿
化植被，以及景观台、亭、小品，排
水口美化改造等。

据悉，江北城段消落区综合
治理工程河段防洪标准为 50 年
一遇，护岸工程为 2级。市发改
委在批复中要求，工程要对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中排水口的设计

进行优化，减小洪水泥沙倒灌影
响，并加强消落区植物配比的优
化，增强适应性和特色性；完善
项目建成后的维护管理措施，确
保实施后的消落区岸坡景观效
果；进一步核实明确本项目与码
头迁改的工程范围界限，码头迁
改应单独立项，并取得相关部门
的批复意见；尽快取得涉河建设
方案、水保、环保等专项论证批
复，根据批复意见进一步复核方
案内容等。

2017守望先锋电竞夏季赛开赛 12支战队逐鹿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裴翎羽

开幕式现场战队个性亮相 主办方供图

重庆商报讯 受近来频繁降
雨天气影响，我市各地气温仿佛

“一夜入秋”。市气象台预计，今
天我市各地仍将持续降雨天气，
明起，随着降雨逐渐转停，天气将
回归到多云中，气温重回37℃。

未来三天天气
今天：东南部小雨到中雨，局

地大雨到暴雨，其余地区阴天有
阵雨或分散阵雨。大部地区气温
20～35℃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19～
32℃ 。 主 城 分 散 阵 雨 转 阴 天 ，
24～32℃。

明天：偏东地区阴天有阵雨，
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大部地区
气 温 22～36℃ ，城 口 及 东 南 部
20～33℃。主城阴天间多云，25～
35℃。

后天：东南部偏南地区阴天
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间晴。大
部地区气温 22～37℃，城口及东
南部 20～34℃。主城多云间晴，
26～36℃。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公安部获
悉，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地震灾
情后，少数网民在互联网上散布地震谣
言信息，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引发社会恐
慌。对此，公安部迅速部署四川、陕西等
地开展查处工作，现已依法查处一批借
机编造传播谣言信息的网民，其中 4人
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相关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经查，网民陈某某、殷某某在微信群
假冒“中国地震局四川分局”名义散布谣
言信息称，“2017年 8月 9日凌晨3时陕
西、甘肃、青海等地将有余震发生”；网民
金某某假冒“中国地震台网”名义在微信
群造谣称，“8月8日21时许在陕西汉中
市老君金寨附近发生6.5级地震”；网民
齐某在微信群造谣称，“阿坝地区将发生
8.7级地震”。公安机关已对上述4名网
民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此外，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借九寨沟
地震，以网络募捐名义实施诈骗、借机敛
财的行为，公安机关已掌握相关违法犯
罪线索，正在抓紧开展打击查处工作。

编造传播地震谣言信息
4人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渝北区人和花园B区
17日将停水12小时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重庆商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中法
供水公司获悉，15日、17日，江北区、渝
北区将进行管道改造工程，届时江北区
民航小区、渝北区人和花园B区将停水
5~12小时，请以上市民做好储水准备。

15 日 23：00 至 16 日 4：00，因重庆
中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恒大御景台1-3
号楼DN200管道接水工程，届时江北区
民航小区、绿苑新村、重庆市企业管理学
校及周边地区将停水5小时。

17 日 21：00 至 18 日 9：00，因重庆
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人和花园旁
DN600管道改造工程，届时渝北区人和
华夏城 1区、人和花园B区及周边地区
将停水12小时。

融创欧麓花园至会展中心
开通公交398路运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昨天，记者从南部公
交公司了解到，从12日起公交398路开
通，运行融创欧麓花园至会展中心。

沿途停靠站点：融创欧麓花园城、况家
塘、欧麓花园城东站、鹿角路口、欧麓花园
城西站、米兰路、米兰路1站、金科中央御
院、茶花小镇、米兰路口、玉马路、茶园内环
站、南坪南路、响水路口、宏声路1站、宏声
路2站、南滨路黄葛渡站、会展中心。

收 班 时 间 为 融 创 欧 麓 花 园 城 ：
6：30~20：00、会 展 中 心 7：10~20：
40，实行一票制，票价两元，纳入换
乘。

据新华社电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朝鲜当局轮番释放战争威胁，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纷纷敦促美朝双方谨言慎
行，避免因示强斗狠而导致本已紧张的
朝鲜半岛局势继续恶化。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11日通过其发言人表示，他对
美朝双方口水战不断升级深感忧虑，认
为当务之急是各方采取措施，缓和朝鲜
半岛紧张态势。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
朝双方的口水战已经超出限度，俄方希
望双方恢复理智。如果双方矛盾发展到
要作战的地步，实力更强和更为明智的
一方应该先迈出远离危险的一步。拉夫
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朝鲜成为拥有
核武器的国家”。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说，朝鲜
半岛局势紧张及军事冲突对任何国家
都没好处，韩方将加强与美国等关键
国家合作，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缓和局
势，维护和平。韩方将通过积极的外
交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并保持与朝方
对话大门开放。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朝鲜半岛核
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升级口水战是
一个错误的回应方式”，联合国安理会应
继续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作出努
力，相关国家应该加强合作。

国际社会呼吁美朝
谨言慎行缓和半岛局势

■相关

水市乡“红军树” 市民在黔江区水市乡游玩

据新华社电 12日是九寨沟地震发
生后的第 5天，救援队伍在九寨沟地震
灾区对失联人员进行了持续搜救，并将
此前发现的遇难者遗体运送下山。截至
发稿时为止，暂未发现失联人员踪迹。

另外，记者从民航局获悉，九寨黄龙
机场已连续5日实现旅客零滞留，旅客转
运疏散任务已基本完成，抗震救灾人员物
资和飞行保障任务等基本趋于稳定。据
统计，从地震发生至12日 17时，民航共
保障抗震救灾飞行127架次，从九寨黄龙
机场安全运输出旅客2456人次。

■相关
九寨沟搜救未发现失联人员
黄龙机场旅客转运疏散完成

重庆商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民政
局获悉，将于8月15日至16日在第一社
会福利院举办全国第四届养老护理员职
业技能竞赛重庆选拔赛，再根据全国竞
赛的参赛名额规定，择优推荐选手作为
我市代表参加9月全国竞赛。

凡我市从事养老护理具体操作的护
理人员，具有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四
级及以上证书，或通过相关职业资格鉴定
考试（养老护理员四级）且成绩合格（截止
2017年7月31日前），均可报名参赛。

养老护理员快来比技能
优胜者可参加全国竞赛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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