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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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天有间断小雨
偏北风1-2级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8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 优
优：广元、雅安、泸州、西昌、眉山、广安、德
阳、乐山、达州、资阳、绵阳、内江、南充、巴
中、马尔康、康定、遂宁、宜宾、自贡、攀枝花

1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7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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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9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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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7 星 彩 第 21119 期 全 国 销 售
18705060元。开奖号码：562689 + 14，
一等奖0注；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73743
元；三等奖 21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
287056342.4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276 期 全 国 销 售
28004042元。开奖号码：504。直选全
国中奖 7624（四川 465）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22839（四川
1254）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44893506.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76 全 国 销 售
13950392元。开奖号码：50407。一等
奖 3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36198042.6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122期全国销售
37321692元。开奖号码：03313030011333，
一等奖全国中奖11（四川1）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280（四川19）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22期全国销售
24464922元。开奖号码：03313030011333，
全国中奖2548（四川13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22期
全国销售 357338 元。开奖号码：
133313003300，全国中奖21（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122期全国销售
1630816元。开奖号码：32013112，全国
中奖28（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
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我理解的射洪的美
景是有山有水，射洪的文
化是有诗有酒，射洪的小
吃是有滋有味，射洪的人
民是有情有义。

——谭晓政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大型采访活动特别报道

“射洪的美景是有山有水，射洪
的文化是有诗有酒，射洪的小吃是有
滋有味，射洪的人民是有情有义。”10
月15日，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百城
行”大型采访活动走进射洪启动仪式
上，遂宁市委常委、秘书长，射洪市委
书记谭晓政和大家分享了他心中的
射洪“8个有”。

谭晓政说，射洪将坚持把写好文
旅融合大文章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作
为重要抓手，聚焦“山水”“诗酒”两篇
大文章，充分挖掘“四大文化”（子昂
文化、诗酒文化、目连文化、科普科考
文化），构建“一江两岸三城四湖五景
区”的文旅发展大格局，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贡献更多射洪力量。

涪江明珠
山水有风韵诗酒有哲理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公元 696 年，“一代文宗”陈子昂
站在幽州台上，西望悠悠天地，满怀
报国济民的无尽感叹，为后人留下千
古绝唱。1300 多年后，陈子昂的家
乡、涪江边的射洪市，以诗为媒，赋予
了这座城市新的定义。

诗与酒，这对最佳 CP，在射洪携
手。从杜甫举杯“射洪春酒寒仍绿”
的名句，再到如今中国名酒沱牌舍得
享誉国内外，射洪酒文化的源远流长
可见一斑。在射洪，生态美酒成为绿
色发展的引领，在行业首提“生态酿
酒”理念并写入国家标准，建成全国
首个酿酒工业生态园和6万亩酒粮基
地，舍得酒文化旅游区成为工旅融合
的典范。

“射洪作为涪江明珠，山水有风
韵，诗酒有哲理。在这里，我们感悟
子昂遗篇，品味沱泉美酒，探秘亿年
奇观，满心喜悦、满腹豪情、满怀感
慨。”谭晓政说，射洪文化厚重，“一
诗、一酒”沉淀了巴蜀文化的风骨，陈
子昂、冯鉴、谢东山、杨最、贺诚等名
人圣贤人才辈出，春苗杂技、铁水火
龙等民间艺术百花齐放。射洪历史
悠久，1.5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便出现
恐龙活动踪迹，1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
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痕迹，自“西魏置
县，北周正名”，如今已有1500多年的
历史。射洪风光秀美，涪江、梓江穿
境而过，太湖、螺湖、金湖、柳湖四大
湖泊水天共融，侏罗纪公园、螺湖半
岛、花果山、龙凤峡等自然美景星罗
棋布。

文旅融合
今年前9月接待游客978万人次

“我到射洪的时间还不长，我理
解的射洪的美景是有山有水，射洪的
文化是有诗有酒，射洪的小吃是有滋
有味，射洪的人民是有情有义。”谭晓
政发出真诚而又盛情的邀请：“你们
来，我们热烈欢迎，你们不来，我们精
心准备，我们相信你们总有一天会
来，我们也相信你们来了会再来。”

近年来，射洪市以中华诗酒之乡
为主题资源，深入实施“文旅+”融合
发展战略，成功打造射洪舍得酒文化
旅游区和子昂故里文化旅游区两家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并积极推动两
江画廊景区申创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今年1-9月，射洪市累计接待游
客 97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99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36%、20%。

谭晓政介绍，近年来，射洪坚持
把写好文旅融合大文章，贯彻新发展
理念作为重要抓手，深入挖掘“亿年
奇观”“千年文脉”“百里山水”“诗酒
之乡”等文旅资源，“龙舟赛”“陈子昂
国际诗歌周”等文旅品牌声名鹊起，
螺湖半岛、两江画廊、“三线建设”博
物馆等文旅项目陆续开放投用。全
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民间文化（诗画）
艺术之乡等名片更加深入人心，还有
射洪牛肉、老砂锅、黄辣丁等美食小
吃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来了又来
将承办遂宁文旅发展大会

不只是邀请大家来射洪打卡，围
绕“诗里·酒里·射洪等你”旅游特色
品牌，射洪市赴成都、重庆、珠海、澳
门等地举行宣传推介活动20余次，成
功举办了“第八届国际侏罗系大会”

“陈子昂国际诗歌周”、承办“遂宁
2020年中国休闲度假大会”分会场等
特色主题活动，文旅品牌IP效应得到
有效提升。

在《射洪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的引领下，射洪正打造“一城三核一
轴、五区多点一环”旅游空间布局，按
照“文化联姻旅游做大品牌、工农支
撑旅游塑造精品、多元融合创新催生
特色”的文旅发展思路，推动文旅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成侏罗纪国
家科普教育基地、沱牌舍得省级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螺湖半岛省级森林康
养基地等10余处产业融合发展基地。

谭晓政说，借此次“百城行”活动
举行的契机，希望各位媒体朋友更加
直接深入地感受射洪的俊山秀水与
风土人情，用镜头雕琢记忆、以妙笔

书写精彩，多角度、深层次展示射洪、

宣传射洪。“我们也将高水平承办好

即将召开的‘2021遂宁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大会’。热忱欢迎大家多到射洪
走一走、看一看。”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陈远扬刘虎

射洪市委书记眼里的“8个有”：

不只诗和酒 射洪等你“来了又来”

◀射洪铁水火龙。

▲射洪市螺湖半
岛。

◀遂宁市委常委、秘书长，射
洪市委书记谭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