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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 3859153
东 5830023 北 2167706

搬家·搬厂

卷闸门·电动门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业务办理]

噪正文每行 30 元(14 个字以内)，标题每行 50 元(10 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 1 . 2×4cm 80 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 20 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 1 . 2×4cm 120 元

彩色版 每格 2 . 4×4cm 290 元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5877012039 18977366228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吉庆搬家 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房 产 信 息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15807734000 保姆
钟点工油烟机清洗爱君家政

天天低价疏通七星 5883388 象山 3884899
秀峰 3905492 北门 2616838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5295876497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房产出售 13788578345

荔浦荔松路 4-2 号大发宾馆旁
独栋三层小楼 401 . 72m2 出售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招聘
隶属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在工程总包、智能制造、节能环保、高端装
备独具优势，现急聘企业级安全负责人一名，要求：1 . 熟悉 QHSE
体系，有同行业企业级安全总监工作经验 2 . 本科学历，有注册安全
工程师资格及高级职称 3 . 大中型企业从事安全管理工作 5 年以上
联系方式：麦工 0773-5833193/18249971680 邮箱：hr@cgec.com.cn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婚介·婚庆·鲜花

征婚
男，已退休，有住房医保。
寻 50-63 岁，容貌稍好女

士为伴，城乡不限 18507738510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18592

招 聘 广 场

租转信息

安新江边别墅出售
憎 13707730731

招商·加盟·专卖

供应五针松 13788738833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皮沙发、布
套、海绵垫沙发翻新 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 15994683893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家电·家具维修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北极广场原七天酒店 68 间房
约 1900m2 转让，也可改做其它

酒店转让 18177356362

儿觅 30 左右高 1 . 65 米
左右靓女 13978398349绿卡征婚

大数据揭秘中国人 2019 年春节在哪儿过？怎么过？

春节不变的主题词仍是“团圆”
中国春运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大迁徙。据初步预测，2019 年春运

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9 亿人次，同比增长 0.6% 。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2019 年春运热度不减，客流流向出现诸多新变化，

折射中国人过年选择更加多样。不过，春节唯一不变的主题词仍是“团圆”。

腊月二十七早晨 8 点，安徽省安庆
市太湖县徐桥镇街上的人流比平时明显多
了，放鞭炮、打年货，锣鼓声、鞭炮声汇
成一片，弥漫着浓浓的年味。这让常年在
上海务工的徐金荫感受到乡情的亲切，
“抢到一张高铁票，用 4 小时坐回安庆
市。我哥开车接我回到村里，大半天时间
回到家”。

交通便利缩短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
回家路。 360 浏览器发布的《 2019 年春
运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今年过半数用
户可实现 12 小时内返乡，仅有约 11% 的
用户返乡需花费 24 小时以上。

在这股巨大的返乡潮中，一线城市是
“返程大军”出发的热门地，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更是“热上加热”。飞
猪数据显示，在春节前“压力指数”较大
的火车站中，北上广深四城的各火车站占
满 TOP10 。

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
《 2019 年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告》
显示，从目前的订票情况看，春运期间，
以家乡所在地为目的地的乘机人数占总出
行人数的 48% 。

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宋艾
君说，人们常说“一年不赶，赶三十晚”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目前返乡过年
仍是国人过年的主流选择，其背后是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眷恋。

当许多在城市打拼的人们踏上返乡旅
程，也有人选择将“乡愁”“思念”接到
身边，家中老人来到子女工作地过年。
“回家过年”的传统正在悄然转变。

1 月 21 日上午 10 点，在山东省德
州市火车站检票口旁， 71 岁的胡振刚手
里紧紧握着车票，虽然距离发车还有一小
时，但他和老伴一起紧盯着检票口上方的
信息屏幕，站在身旁的孙女更是满脸喜
悦。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家过年，但是
想到能和儿子团聚，还是非常高兴。“之
前儿子上班还有假日，今年他开了公司，
工作更忙，所以我们才反过头找他过
年。”胡振刚说。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客
运段副段长陈其南告诉记者，往年，节前
加开的旅客列车多为空送到汕头、广州、
深圳等地，再把旅客从当地接回南昌。但
是今年，加开的旅客列车中，单程空送的
大大减少，“反向春运”客流明显增加。

在飞机票方面，记者梳理发现，除夕
前后从云南、贵州、武汉等地飞往北京、

上海等目的地机票价格基本在 2 . 1 折至 3
折之间，有的票价不足 300 元。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刘艳，花费 800 余
元机票钱就将父母从长沙接到了北京。
“算上节后回程的机票，总价和我单程回
家的价格是一样的。”刘艳说，“反向春
运”节省下的路费，足够带着父母在北京
玩上一周。

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反向春运”
现象凸显,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
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是
“反向春运”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
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
40% 。飞往上述城市的机票订单中，儿童
旅客占比同比增加 39% ， 50 岁以上旅客
占比同比增加 42% 。其中，“四老一小”
订单显著增长，不少人把双方父母接到身
边过年。

宋艾君说，“反向春运”既为旅客出
行提供了更多实惠和选择，又可充分利用
运输资源。无论是“反向”还是“正
向”，家庭团聚才是核心要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旅途、异乡
寻找“年味儿”愈发流行。携程发
布的《 2019 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
测报告》显示， 2019 年春节长假
预计将有超过 4 亿人次出游，其
中出境游人次约 700 万。

70 岁的殷敏芝最近很关注与
泰国相关的新闻，因为初一起她就
要与家人去泰国度假了，这是她第
一次在境外过春节，“女儿说让我
过个‘暖和’的春节”。

“合家欢出游”正成为春节出
游的主流趋势，驴妈妈发布的
《 2019 春节出游趋势报告》显
示， 3 人以上家庭出游占比达七
成。另有数据显示，从出游人群来
看， 80 后、 90 后群体带全家旅
行过年成为春节出游主力军。

据了解，旅游目的地呈现多
样化，有的青睐三亚、大理的冬
日暖阳，有的则乐于北上赏雪。
在长白山、哈尔滨等地，滑雪、
冰钓、赏冰雕等冰雪运动颇受南
方游客关注。

途牛旅游产品预订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选择节前错峰游
的游客最早 1 月 25 日左右便动
身，占预订出游总人次的比例达
到 5 4% ，同比增长 7 个百分
点。

即使是在家过年，不少人也
会来个周边游，全家人一起放松
身心。飞猪数据显示，在春节出
行人群中，家乡周边游的人数占
57% 。

据新华社

1 回家过年仍是主流选择

2“反向春运”凸显

3 “合家欢出游”成趋势

配图 杨斯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