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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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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25日空气质量

成都（19时）
AQI指数 40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西昌、自贡、广元、遂宁、康
定、巴中、内江、资阳、雅安、乐山、绵阳、
攀枝花、眉山、泸州、宜宾
良：达州、南充、广安、德阳

2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10—142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38期开奖结果：
020 直选：3541（14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3442（169）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
注奖金173元。（440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38期开奖结果：
02062 一等奖：4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6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77期：

1020210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77

期：13301133330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38期开奖结果：181，单选842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492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060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6、10、13、
24、05、31，蓝色球号码：04。一等奖4注，单注奖
金 9226054 元 。 二 等 奖 113 注 ，单 注 奖 金
186993 元 。 下 期 一 等 奖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613018696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四川朝天香食品工厂
昨落成

2017年 5月25日，由上海东锦集团投资
建立的四川朝天香食品有限公司，在四川省
什邡市举行了隆重的万吨川式复合调味料
生产工厂落成仪式。什邡市委、市政府及经
济开发区领导，上海东锦集团管理层，中烹
协、四川烹协、四川火锅协会领导，全国150
强餐饮企业代表，各地经、销商代表等近400
人出席。

落成典礼，喜庆热闹。在目前餐饮行业持
续稳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大
背景下，四川朝天香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落成，
将对中国餐饮业繁荣，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在仪式上，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海东锦集团董事长荣耀中还表示，四川朝
天香食品有限公司，将以什邡市为生产基地，依
托当地纯净、自然的原材料供应，将传统烹饪技
法与现代工艺相结合，采用科学的国际先进生
产工艺，精制新一代川式复合调味料产品，将推
动调味品和餐饮行业的良性发展，为全国消费
者带来健康、美味的享受，助推川式复合调味品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刘海)

25日，成都交警结合往年端午期间出
行路况和时间分布做出预测，今年端午假
期外出踏青、城市周边自驾游出行的客
流、车流量增多，交通安全风险增大。

成都交警特别建议市民采取公交+地
铁+共享单车等公共交通方式出行，并倡导
市民出行时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用车停车。

成都中心城区
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交警预计节假日期间，进入市中心的
车辆增加，导致蜀都大道、天府广场周边道
路车流量增大。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公
共交通工具出行。同时盐市口、春熙路、太
古里商圈：盐市口、春熙路片区交通流量骤
增，广大市民最好不要开车前往该片区；路
过此片区，最好绕开蜀都大道和东大街这
两条主干道；宽窄巷每天游客高峰主要集
中在10点30分至18点。宽窄巷子周边
停车场点有限，请游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城南
武侯大道、人南立交等易堵路段
“端午节”期间，预计武侯大道、人南

立交、浆洗街、川藏路段容易出现车辆拥
堵现象，请广大市民选择错峰驾车驶入
上述路段，尽量选择非机动车或步行方
式，绿色环保出行。

成都交警特别提醒，成雅高速每逢节
假日的出行车流量大，预计创业路至零公
里路段进出城车流量将猛增，建议市民朋
友在选择错峰出行的同时，最好选择经神
仙树南路剑南大道到双流或借道成新大
件路、武侯大道（成新蒲快速通道）抵双
流、新津或蒲江后再上成雅高速。去雅安
方向的车辆可选择成温邛高速到名山后
上成雅高速。

城西
日月大道改造施工

成都交警提醒市民，因日月大道一
段、二段道路进行改造施工，端午期间前
往成温邛高速的车辆可通过：1、光华大
道一段-成飞大道-日月大道-成温邛高

速；2、羊犀立交-蜀西路-黄金路-瑞联
西路-成飞大道-日月大道-成温邛高速
进行绕行。

同时一环路中医学院路口至一环路
菊乐路路口地铁施工，由北往南单向通
行，经此路段的车辆请提前绕行。

城东
三圣乡等地车流极大

成都交警预判，端午期间前往三圣花
乡、幸福梅林、白鹭湾游玩的市民人数增
加，近段时间上述区域人流量和车流量极
大。为此特别提醒市民，尽量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前往，自驾市民一定将车停到停车
场，切勿乱停乱放；

同时，静安路与中环路锦绣大道交叉

路口修龙兴下穿隧道，锦华路一段、二段
修地铁6号线，上述两地正在打围施工，
建议自驾游的市民进出城可通过驿都大
道、三环路进行绕行。

一环路东四段牛王庙路口由于污水
管道改迁，进行打围施工，一环路双向禁
止左转和调头，该路口交通压力较大，也
建议广大驾驶员避走该路段。

城北
成南成绵高速将分流管控
针对成南高速、成绵高速，将迎来中

短途自驾出行高峰。成都交警提醒自驾
出行的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合理
安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

如遇高峰期，民警将根据车流量适时

在三环路成南立交、十里店路口进行分流
管控，前往成南高速的市民朋友可选择绕
城转换。

由三环北前往成南高速的车辆，可
通过绕城转换；由三环南前往成南高速
的车辆可通过绕城高速-成渝立交前往
成南高速。由城区十里店方向前往成南
高速的车辆，可选择成金青快速通道经
成金青绕城立交前往成南高速。

同时针对端午小长假期间，熊猫基
地可能客流量较大，交警建议前往熊猫
基地游玩的市民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
行。地铁 3号线从熊猫大道出入口出
站，转乘198路公交可抵达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多个活动穿插
龙舟节“土色土香”亮点纷呈

本届龙舟节将凸显“安全、节俭、顺
畅、实效”的活动基调和“群众节日群众
办、群众欢乐群众享”的活动宗旨，“群众
担纲”、“土色土香”和“节俭喜庆”的龙舟
节特点将得以沿袭。在延续以往民俗文
化体育活动的同时，内江还将举办首届乡
村文化旅游节、返乡投资座谈会、内江旅
游推介洽谈会、甜城美食文化节、“甜城
美、甜女甜”音乐情景剧展演等经贸文化
活动。

25日上午，内江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开幕式，在隆昌县普润镇蝶恋花正式拉开
帷幕。下午，内江召开旅游产品推介会，
各区县纷纷宣传推介辖区内的旅游资源、
产品、线路、美食等，同时，推介会也为旅
行社和旅游企业搭起交流平台。

当天上午，2017内江第十三届甜城
美食文化节暨第三届甜城网络美食文化
节也正式拉开帷幕。与往届不同的是，
本次活动的传统美食展示变为了美食文
化论坛，美食节将以“品甜城美食、购甜
城特产、游美丽内江”为主题，运用线上
多种新媒体方式推荐甜城美食，同时推
出一系列的线上美食活动。

5月26日上午8点30分，四川省龙
舟公开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龙

舟选拔赛决赛在内江甜城湖举行。6月
1日的龙舟节开幕式上，在主打群众唱

“主角”的本土文体节目的同时，在外的
内江籍各界优秀人士代表将返乡与家乡
人民“同唱一首歌”“同台献技艺”。对
于以上两项活动，封面新闻也将同步进
行直播。

直播干烧鱼做法
60万网友围观大师家传美食

大千干烧鱼，听名字就是一道有文化
的菜！这道内江特色美食可是著名国画
大师张大千先生家的家传菜。25日晚，
封面新闻直播走进内江，在美丽的甜城沱
江边，现场直播烹制最正宗大千干烧鱼，
揭秘张大千家传美食。

看着夜景，吃着烤鱼，教网友做美食，
当晚9时开始，封面新闻直播正式开始，这

道美食的做法受到大量网友追捧。数据
显示，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中，全网
同时观看的网友超60万人次。

看到家乡的张大千干烧鱼做法深
受网友欢迎，此次掌锅的内江餐饮烹
饪协会副会长刘汉忠坦言，这有点出
乎自己意料。与此同时，他也为家乡
美食深感自豪，希望越来越多的网友
能够知晓张大千干烧鱼，并喜欢这道
美食。

省龙舟公开赛
8支队伍今日在甜城湖决战

今日上午8点30分将要举行四川省
龙舟公开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
龙舟选拔赛决赛。从预赛中脱颖而出的
8支队伍将分为两组进行决战，将决选出
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的龙舟代表队。

本次龙舟赛采取22人龙舟200米、
500米直道竞速比赛赛制，进入决赛的8
支队伍将分为两组进行比赛，一组争夺第
一至第四名，一组争夺第五到第八名。参
赛队伍来自全川各地，实力不俗。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公开赛也是全运会群众比赛
龙舟选拔赛，表现出色的队伍或个人有机
会代表四川参加全运会。

龙舟赛是一项传统的体育赛事，其
观赏性非常高，深受群众喜爱。波光粼
粼的水面上，充满力量的年轻小伙敲响
战鼓、喊着号子、划起船桨，龙舟如离弦
之箭破浪前行，那画面是不是光想想就
让人热血沸腾？而在端午节来临之际能
观看一场高水平的龙舟赛，观众的幸福
感一定爆棚。

作为本次龙舟赛的举办地，内江在龙
舟项目上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在端午
节到来之际，爱看龙舟赛的你可不能错过
同步直播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徐
庆 实习记者 马梦飞

封面新闻直播张大千干烧鱼做法
超60万网友领略甜城美食

今日8点30分，封面新闻直播四川省龙舟公开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龙舟选拔赛决赛

龙腾大千故里，“舟”游幸福内
江。2017中国·内江第八届大千龙
舟经贸文化节（以下简称“龙舟节”），
将于6月1日在美丽的甜城湖畔开
幕。内江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乡，
以其名字命名的“大千龙舟经贸文化
节”此前已成功举办七届。自2010
年首办以来，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已成
为内江一个知名的文化品牌，也成为
内江人民自己的狂欢节。

今日 封面新闻直播 四川省
龙舟公开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群
众比赛龙舟选拔赛决赛（上午 8:
30—9:30）

5月31日 封面新闻报道+短
视频 音乐剧“甜城美 甜女甜”

6月1日 封面新闻直播 2017
中国·内江第八届龙舟经贸文化节
开幕式（上午8:00—10:30）

封面新闻主题周
内江活动提前看

甜城内江新貌。王钢 摄

甜城美食——张大千干烧鱼。

成都交警发布“端午”出行攻略
不想堵路上？赶紧看过来

龙腾大千故里
舟游幸福内江

封面新闻主题周·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