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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南岸“白雪覆盖”？
原来是P图求雪

“一觉醒来，成都的同学全在晒雪景，羡慕又嫉
妒！”j昨日上午10点，在南岸区滨江路上班的李烨手
机被大学同学群里的雪景刷了屏，李烨在成都上的大
学，从前天开始成都市区就迎来了降雪。这次强降温
以来，李烨就一直期盼着重庆主城能像2016年那样银
装素裹，面对成都同学晒的雪景，他表示很羡慕。

翻看着同学们晒在朋友圈的雪景，李烨突然发现自
己同事小林也发了一张雪景在朋友圈，图片里的景色居
然就是自己办公室窗外的滨江路，不同的是，同事发的
图片上，道路和楼宇都已经被白雪覆盖，同事的配文写
着，“看吧，重庆的雪。”其后还配着一个哭脸表情包。

李烨点开大图，才发现这是小林给照片加了雪景
的滤镜。有人在小林的朋友圈留言，“重庆也下雪了
呀？”小林这样回复，“哈哈，没有雪就只能这么安慰自
己了！”

随后，李烨发现，自己朋友圈里越来越多的好友开
始自发制作“重庆雪景图”，认真一点的就专门用软件
制作，还有不少图省事儿的好友，就直接用手机自带的
白色画笔涂满了照片中的街道和楼宇，“不管了，反正
朋友圈里的重庆城是下过雪了！”

昨日，不少重庆人都参与到了这场朋友圈的雪景制
作狂欢中，19岁的小何把自己制作的雪景图发到朋友圈

“求雪”，“老天爷呀，看我这么虔诚，赐我一场雪吧。”

金刀峡缙云山银装素裹
市民纷纷拍照发圈

实际上，昨日，主城很多地方已经降下了今冬的第
一场瑞雪，大部分人不知道，只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海
拔较高或地处偏僻。

昨日清晨，北碚缙云山和巴南的云篆山都降下了
点点雪花，但因为降雪太小，很快化为雪水。不过，位
于北碚的金刀峡却是一片雪白的世界。自己做生意的
柯小姐昨日一早就看到了金刀峡下雪的消息，立马招
呼了两个同样不用坐班的朋友驱车前往，“有的地方雪
还是比较厚，我们还一点一点收集了一些树叶上的积
雪，堆了一个手掌那么高的小雪人。”

下午4点左右，北碚缙云山降雪量突然增大，一片
一片的白色雪花从天空中飘落下来，清晰可见，引来一
阵阵欢呼。有幸看到雪景的市民纷纷拿起手机，拍下
这珍贵的美景。缙云山飘雪的画面，再次刷爆了重庆
人的朋友圈。

元旦期间还有雨雪

根据重庆市气象台的统计，截至目前，巫山、巫溪、
黔江、酉阳等区县高海拔地区都已陆续出现降
雪，部分高海拔地区积雪深度达到2—5cm，黔

江、奉节等地的高海拔地区积雪深度超过
10cm。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30日开始的元
旦假期，前期低温仍将持续，大部分地区

都将出现道路结冰现象，主城最低温
将低至2℃左右。等到31日，各地气
温将缓慢回升，元旦当日，全市最高
温将回升至8-9℃。

本报记者 石亨

昨天，主城最大的一场雪，下在朋友圈
今天低温雨雪继续，明天气温将缓慢回升，元旦当天全市最高温将回升至8-9℃

由伊利集团、中星责任云、中国企业公民委
员会和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共同发起的中国
社科院社会责任编写指南4.0与GRI标准关联
文件于近日发布。伊利这一举措在促进中国标
准和世界标准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时代。作为中国乳制品行业
的领军企业，伊利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此次能够成为该标准的发起方，
代表国内外企业以及研究机构对伊利集团在社
会责任领域的高度肯定。

同时，伊利集团在社会责任领域的实践及
成效，也屡获认可。不仅同时斩获由新华网和
环球网颁发的两项社会责任大奖，还在不久前，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
管治（ESG）蓝皮书》中，从1892家中国A股主
板上市公司中脱颖而出，位列ESG榜单三甲，
更是荣登食品行业第一。

责任与经营从来都是企业发展的一体两面。截
至2018年第三季度，伊利实现营业总收入613.2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88%，净利润50.56亿元，
持续稳居行业第一。而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伊利
通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也已开创多个第一：行业内
第一个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中国企业，第一个共
享健康可持续发展体系，行业内第一个将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落地的企业。

2017年11月，伊利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进行
全新升级，提出面向未来的“共享健康可持续发
展体系”(简称WISH体系)，重点聚焦“产业链共
赢”、“质量与创新”、“社会公益”和“营养与健
康”四大行动领域。在刚刚闭幕的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上，伊利作为
目前唯一签署联合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承诺
书》的中国企业，应邀出席并全球首发《伊利集
团生物多样性保护年报》。

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战略，“伊利营养2020”
全面聚焦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营养改善，并逐渐
摸索出“立足产业、立体扶贫、精准担当”的独有
扶贫模式，2018年，该项目深入全国25个省区、
130个市县、1.2万所学校，受益人口达60万人；
在儿童安全方面，伊利方舟已经走过六周年，在
全国各地建成了百余所“安全生态校”，为20多
万名儿童送去实用的安全技能和物资。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每一家企业最核
心的价值观，正如伊利一直坚持的那样——厚
度优于速度、行业繁荣胜于个体辉煌、社会价值
大于商业财富。未来，伊利不仅会继续在更高、
更广、更深层次的层面上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还
将积极参与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建设，
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伊利社会责任领域屡获认可
1892选3 ESG榜单获食品行业第一

“伊利营养2020”精准扶贫项目

伊利集团与中星责任云、中国企业公民委员
会、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共同发布中国社科院
社会责任编写指南4.0与GRI标准关联文件

伊利从1892家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中
脱颖而出，高居ESG榜单前三名，食品行业排
名第一

元旦出行，这些路段要谨慎
本报讯 （记者 石亨）交巡警提醒市民，元旦出行要重点

关注G93成渝环线潼南段、江津段、G65包茂高速武隆至秀山
段、G50沪渝高速石柱段、G42沪蓉高速奉节至巫山段，上述路
段结冰状况较明显。此外高山景区道路将有持续3天或以上
的积雪或结冰，行驶危险性较大。

奉节
旅游环线雪景惹人醉
赏雪线路在这里

本报讯 （记者 王梓涵）受冷空气的影响，
位于奉节天坑地缝景区的旅游环线各景点再次迎
来了皑皑白雪，景区顿时变得更加美丽迷人，吸引
了许多游客到景区采风赏雪。

奉节旅游环线赏雪线路：
乘车路线：重庆北站乘坐高铁至万州站，万州

乘坐客车至奉节县城，奉节客运中心乘坐客车至
兴隆镇旅游环线；

自驾路线：重庆主城-（渝宜高速）-梁平-万
州-云阳-奉节县城-兴隆镇旅游环线。

云阳
锣鼓宕景区如画
游客开心打雪仗

本报讯 （记者 郭发祥 通讯员 邓
雅文）昨天，云阳县最北边的上坝乡变成
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

在锣鼓宕景区里，被晶莹雪淞包裹住
的群山幽雅恬静，千姿百态的雪景如诗如
画，分外美丽。许多市民纷纷赶来赏雪
景，打雪仗，享受独具特色的“北国风光”。

据了解，冷空气仍将持续，元旦期间
仍是赏雪的好时机。景区提醒：自驾前
往赏雪的游客，谨慎驾驶，做好防滑措
施，注意安全。

酉阳 县城居民上街玩雪

本报讯 （记者 冯锐 通讯员 冉川）昨日，酉阳县普
降小到中雪，局地大雪，积雪深度普遍1～3cm。其中，县城
雪量2.4mm，积雪深度2.0cm。从高处看，县城已是银装素
裹，房顶均被雪覆盖。天上雪花飘落，地上积雪堆积，居民纷
纷上街，玩起了雪。据酉阳气象局发布天气预报消息，降雪
将持续到今天。

昨日，重庆十多个区
县先后降雪，主城的北碚
缙云山、金刀峡、巴南云

篆山、江北铁山坪、南岸南山也迎来
了2018年入冬的第一场瑞雪。离
元旦假期还有一天，正在上班的人
们不能前往远郊赏雪，于是，一场
“城区降雪P图秀”在重庆人的朋友
圈悄然展开。

相对主城“含蓄地飘雪”，我市众
多区县的降雪显得豪爽很多。不少
景区都宛如冰雪童话世界一般，游客
开心地堆雪人打雪仗玩自拍，雪花纷
纷飘扬，心情无比畅快，一起来看区
县的美丽雪景吧。

美

渝北茨竹镇放牛坪地处华蓥山脉中段，海
拔920米。从12月20日华蓥山渝北部分就开
始下雪，茨竹放牛坪28日开始零星下雪，此外
渝北区大盛镇云龟山景区也是白茫茫一片。

昨日的一场大雪，把整个放牛坪覆盖得雪
白一片，好似北国风光。走在山中小径，像走
进童话世界一般。望牛亭的屋顶、地面也被大
雪盖住，人们走过留下一串脚印。

放牛坪景区酒店住宿配套齐全，农家乐、
酒店、森林小木屋等，均按照星级标准打造，容
纳游客量大，仅大唐山庄的日接待游客能力就
在120人以上。放牛坪周边更有十里莲花山
庄、卧龙居农业生态园，车程均在25分钟以
内，住宿配套设施齐全，环境较好。

渝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让游客住得好，
也要让游客吃得好。放牛坪景区的农家乐近
20余家，为游客提供原生态的当地特色美食：
萝卜大骨汤、莲藕猪脚汤、青椒兔、青椒鱼、青
椒鸡以及农家特色菜肴。而占地500余亩的
BG野兽咖啡庄园、生态餐厅和家庭牧场则让
游客既能品尝到西式餐饮，又能享用立体生态
农业精心培植的生态蔬菜。

到达放牛坪景区的公共交通和自驾线
路都已经非常成熟。公交线路：两路—茨竹
（全程 40 公里），每天6时起从渝北区双凤桥
交通枢纽站准时发车（每 15 分钟一班）。再
到茨竹场镇乘坐农用客车到达放牛坪（随到
随走）。

巴南
多地喜提雪花，拍照留下雪景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 通讯员 郑成）下
雪啦下雪啦，昨天中午12点左右，巴南石滩镇放
心村、圣灯山林海、天星寺镇花房村喜提雪花，市
民纷纷拿起手机，拍下一大波雪景美照。

江津 四面山的雪下得最大

本报讯 （记者 刘波）昨天，重庆晨报记者从江津区了解
到，从前天晚上开始，江津四面山、清溪沟、骆来山等地都下雪了！

其中，四面山的雪下得最大，著名的望乡台瀑布被冰封。
游客在景区里欣赏雪景，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雪。另
外，江津区西湖骆来山也下雪了。目前，四面山已经在对道
路进行除雪。

巫溪 海拔500米以上全部积雪

本报讯 （记者 冯锐）从27日起，巫溪温度骤降，部分地
方开始降雪，高海拔地区气温降至0度以下。昨日一大早，巫
溪海拔500米以上地区全部积雪，厚度在10厘米左右，部分地
区道路结冰。积雪已到达城区山脚，距离城区不足2000米。截
至昨天11时左右，城区上空依旧雪花飘飘，多数市民在广场等
地自拍，赏雪。从27日起，受高空低槽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
巫溪县开始出现降温及雨雪天气，截至目前县城气温降到4℃，
中高山地区有小到中雪，预计未来两天雨雪天气还将持续。

黔江 高山下雪像撒盐

本报讯 （记者 刘波）昨天中午，重庆晨报记者从黔江区邻
鄂镇政府获悉，就在前晚，邻鄂镇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大雪。“下雪
下得像撒盐一样。”邻鄂镇镇长周涛说，大雪一直从前晚下到现
在，下山的道路已经被大雪覆盖，车辆通行困难。据了解，邻鄂
镇是黔江海拔最高的乡镇之一，平均海拔1200米。邻鄂镇政
府所在地沙子场，是黔江海拔最高的集镇。邻鄂镇的最高峰皮
峰坝海拔1878.2米。另据了解，黔江城区昨天也下了雪，部分
地区还有积雪。

雪景虽美，但降雪降温天气却给
道路通行带来了诸多风险。执法部
门提醒，有出行计划的驾乘人员一定
要提前拨打12122、89077770，了解详
细的路况和交通管制信息。在通行
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服从路面执法人
员指挥，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行

渝北
到放牛坪看雪景

还能吃上地道猪脚汤

巫山 神女峰积雪4厘米厚

本报讯 (记者 王淳 通讯员 王忠虎 方丹）昨天一
早巫山县城就开始飘雪。而部分海拔较高的地区，在3天前
就迎来了降雪。当地居民告诉重庆晨报记者，目前巫山神女
峰的积雪约有4厘米厚。神女景区南环线的柳坪游客接待中
心已关闭，暂不接待游客。此外，山上雾大、路
滑，车辆通行较困难，游客前往观雪需注意安
全。除了神女峰外，骡坪镇梨子坪、官阳
镇五里坡，曲尺乡桃花山也都是非常适
合赏雪的地方。

石柱
元旦节想玩雪

冷水国际滑雪场等着你
本报讯 （记者 王梓涵）昨日，石柱县内

再次降下大雪，不少景区银装素裹，宛如冰雪
童话世界一般。在通往石柱千野草场的路上，
地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积雪，两侧的大树上，也已
经积下了不少雪花。千野草场景区位于重庆市
石柱县方斗山山脉岩口至瓦屋沿线，白雪铺满
的千野草场，十分适合大家在此打雪仗堆雪
人。与雪最密不可分的景区，要属石柱冷水国
际滑雪场了。该滑雪场的冰雪运动场面积10
万余平方米，滑具大厅6000余平方米,昨天的
降雪，让这个地方，又增加了一份乐趣。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 29日夜间，重庆各地阴天有间
断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区小到中雪，局部地区大雪；30日白
天，偏东地区零星雨夹雪或小雪，其余地区阴天；气温-6～
7℃；主城区雨夹雪转阴天，2～5℃。

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 我市各地阴天有短时多云，气
温-6～9℃；主城区阴天有短时多云，2～7℃。

31日夜间到2019年1月1日白天 我市大部地区阴
天，东北部偏北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雪，气温-5～8℃；主城区
阴天，4～6℃。

主城昨日飘雪，朋友
圈都沸腾了。有的人看了
天气预报后，调好闹钟半
夜起来看窗外是否下雪，
有的趁着空闲时间开车到
主城的山上去看雪。来，
跟着重庆晨报记者一起去
主城各区看雪景。

欢

江北
昨日午后，铁山坪开始飘雪
本报讯 （记者 刘波）昨天中午12点50分，

重庆晨报记者从铁山坪森林公园得到消息，铁山坪
下雪了！铁山坪森林公园的工作人员表示，昨天上
午铁山坪就一直飘着小雨，气温比前天低了不少。
到了中午，铁山坪开始飘起雪来，而且雪越下越大。

南岸
群里炸开锅：南山下雪了！
本报讯 （记者 王倩）“南山现在下雪了！”

昨天下午1点19分，家住南岸区上新街的李女士
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随后群里炸开了锅。
重庆晨报记者向南山植物园工作人员了解到，南山
确实下雪了，视频中能清楚地看到雪花飞舞。

元旦出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

北碚，孩子在尽情地玩雪。

渝北茨竹放牛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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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执法人员对包茂高速酉阳段出城方向的小车引
导下道。 高速执法供图

渝东南高速，因大雪全线管制
本报讯（记者 张旭）昨晚，重庆晨报记者从重庆高速执法

三支队四大队获悉，因大雪天气，渝东南高速全线管制，多个收
费站关闭。具体管制情况为：

1.G65包茂高速下行方向黔江西立交正线管制，下行方向
所有车辆从黔江西收费站下道；2.G65包茂高速上行方向茶洞
主线入口关闭，上行方向车辆在茶洞主线收费站外滞留；3.G65
包茂高速黔江西至洪安沿线、G5515黔恩高速、S26酉沿高速、
S63秀松高速沿线所有收费站（包括主线收费站）入口关闭；4.
南川段往贵州道真方向（南道路）双向交通管制。

高速执法人员介绍，因全线管制，目前路面有积压车辆实
行分段带队通行。高速执法部门对包茂高速酉阳段出城方向黔
江往秀山实行小车通行，引导下道；进城方向间断通行，就近下
道；酉阳往贵州方向车辆积压S26主线站，积压车辆则协同贵州
高交警实行带队通行。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遇紧急情况可
拨打96096或12122报警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