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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10 月 27 日起至明年 3 月
28 日，民航业开始执行冬春航季航班计
划。新航季开始，各航空公司在桂林新
开通了多条航线。其中桂林首开往返北
京大兴机场的航线，这座被称为世界最
牛的机场是否值得你飞一趟去看一看
呢？除了到大兴的新开航线外，年末哪
些目的地火热？冬春新航季“打飞的”
价格又如何?记者为您一一打探。

首开往返

北京大兴机场航线
10月27日12点05分，河北航空公司

的一架波音737飞机从桂林两江国际机
场起飞，这是桂林飞往北京大兴机场的
首航，也是桂林机场冬春航季新开辟的
航线之一。

据介绍，桂林-北京大兴航班每周
三、六、日飞行，航班号为 NS8209/
30 ， 12:05 从桂林出发， 15:00 到达
大兴机场， 16:05 从大兴机场起飞，
18:45 到达桂林机场。

桂林-大兴航班的开通，新增了桂
林入京的航空通道，缓解了原本桂林至
北京航线的压力。

登上首航班机的北京游客廖先生
说：“这趟航线特别方便，从桂林回北
京有了更多选择。”特别是在周末，这
趟航班中午起飞，下午到达北京都是黄
金时间。几位到北京出差的市民表示，
进京航班多是一个城市综合能力的体
现，很高兴看到桂林进京的铁路、航空
渠道逐年增多。

记者查询到，桂林往返北京大兴机
场的航班，票价基本保持在4折左右，
比如11月2日的机票价格为650元，与桂
林到首都机场的价格相仿。

今年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正式投入运营，成为首都又一个超大型
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是世界施工技
术难度最高的航站楼，也被称为目前世
界最牛的机场。机场内各种“黑科技”
十足，能让进出境旅客感受到更简便快
捷的“无感通关”，比如新型高速CT检
查设备，可使旅客等待时间压缩一半，
还有集成了红外测温、放射性物质定位
检测、入境人员信息采集系统等多项功
能的卫生检疫查验，旅客通过查验台也
就3到4秒钟。

此外，如果市民乘飞机到大兴机
场，也不用担心交通问题，从大兴机场

乘地铁仅20分钟就能到达北京市丰台
区。

新航季桂林新增

14 条国内航线
除了桂林往返大兴机场的航线外，

冬春航季桂林机场还新增了多条国内航
线。

根据国际惯例，航班计划分为夏秋
和冬春两个航季，冬春航季是指当年10
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至翌年3月最后一个
星期日的前一天。

今年10月27日至明年3月28日，正
是冬春新航季。记者从各航空公司了解
到，新航季与桂林有关的不少航线和航
班都有调整。

桂林机场公司副总经理邓敬民介
绍，从10月27日起，民航航班换季全面
启动，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航班总量达到
每周1282架次，驻场飞机10架，在桂林
运营的航空公司达到32家，飞行航线
109条，每日能保障进出港旅客3万人出
行需求。

航班换季后，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进
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除新增了桂林
至大兴航线之外，还新增了到延安、博
鳌、攀枝花、信阳、十堰、乌鲁木齐、
南阳、铜仁、大理、张家界、泸州、长
治、南昌等城市的13条国内航线，并且
加密了北京、兰州、银川等航线。

冬春航季，计划通航国内外城市达
到 69 个，航空城市通达性得到进一步
提升。为了更好地服务旅客，桂林机场
加大地空联运服务，新开了融安、融
水、三江至机场的班车路线，还推出了
一系列优惠便民服务，如早班机旅客免
费住宿、乘坐区内航班旅客免费坐机场
大巴，异地团队旅客免费接驳、中转旅
客免费休息等服务。

此外，桂林机场每周五推出特惠机
票超市特价航线仅为1折，这些优惠政
策增强了旅客出行的便捷性，给旅客带
来真正的实惠。

年末国内

“玩耍航线”成热门
航班换季主要是考虑到不同旅游目

的地淡旺季的调整，以及航空公司对前
一季航班市场反馈的需求。航空公司就

通常利用换季调整航班，增加热门航线
运力投放，同时停飞或减少市场需求不
足的航班班次。

记者查询到，从桂林出发的一些国
内航线在新航季由于预计客流量减少被
暂时停飞。如桂林—三亚的直飞航线，
在夏秋航季至少有四家航空公司运营，
但在10月27日开始的冬春新航季中，只
剩下东方航空运营桂林—三亚的直飞航
线。

想飞到海南去过暖冬，市民的选择
不多，而且花费也不菲。冬春航季开始
后，到三亚的机票已经从600元左右升
至900元左右，有折扣机票的日期并不
多。不过，由于冬春航季有桂林往返博
鳌新航线开通，飞往海南还有海口可以
作为目的地选择，价格也相对便宜，想
去海边过冬的市民可以考虑。

与到海边的航线减少大相径庭的
是，这个冬春航季不少航空公司都推出
了从桂林西飞的新航线。

把剩余的工休假期用来旅游成为市
民年末的休闲选择之一。市民刘女士就
和丈夫计划，在12月底把剩下的几天年
假都用完，到延安去看一看，“长这么
大，还没有去过心中的革命圣地，想去
感受一下。”

此外，桂林新增了乌鲁木齐航线，
这对很多旅游爱好者来说，真的是个好
消息，神奇而独具风情的新疆离桂林人
只要5个小时（包括中转时间）就能触
及。记者查询到，桂林到乌鲁木齐的航
班价格都在2折以下，单程花费不到600
元。

同时，到张家界、大理等地的航线
都是热门的旅游线路，而到贵州铜仁、
河南南阳、四川攀枝花等地则都是适合
市民“尝鲜”出游的航线。

新增国际航线

瞄准东南亚
在冬春新航季的国际航线中，从桂

林出发的新航线新增了往返吉隆坡、曼
谷、仁川、香港、台北等直飞航线。

记者在机票预订网站上了解到，目
前东南亚不少热门航线在节后已经纷纷
降价。今年国庆期间，东南亚仍旧是中
国游客的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单程机票
一度飙升至3000多元，节后价格直线下
降，降幅在五成左右，无论是飞泰国、
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单程机票都在

1500元左右。
市内的几家旅行社介绍，部分市民

选择在节后错峰出游，享受实惠价格，
冬春航季东南亚新航线的开启也让东南
亚游更物美价廉。

据了解，以印尼巴厘岛、美娜多，
泰国普吉岛、苏梅岛、甲米，越南富国
岛等为代表的东南亚海岛，全年气温稳
定，利于开展浮潜、潜水以及各种水上
运动，受季节影响较小。加之地缘接
近、航次密集，节后线路排期选择非常
多。与此同时，东南亚线路旅游淡旺季
价差明显，且团费单价较低，因此旅游
价格下调比例也很大，普遍下降至30%
左右。如一些旅行社的“印尼巴厘岛6
天”国庆黄金周需要7999元，现在已降
价至4500元左右，降幅达40%。

但是，10月中旬至11月为东南亚海
岛游“平季”，大量错峰休假、白领销
年假、避寒及避霾游客选择此时出行。
12月中旬临近圣诞节和元旦节，东南亚
海岛游价格又会涨起来，建议游客抓紧
时间低价错峰出游。

在冬春航季到来之时，机场工作人
员提醒，旅客购票时要认真核对出行航
班、时刻、目的地机场等信息。如果仍然
按照换季前的航班信息来预订，很有可
能遭遇航线取消、航班时间变化的情况。

记者沈青 通讯员钟楚雄

冬春航季桂林机场新增多条航线

你会飞一趟去看“最牛机场”吗？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年 11月 7日 10时
在全州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 号开标室依法对全
州县凤凰镇以下河段河道疏浚权进行公开拍卖：

1 . 自翠西村委下石边大桥至与安和镇相邻
段河道疏浚权，参考价 120 万元，竞买保证金
60 万元；

2 . 自末堰至建江与湘江交汇处河段河道疏
浚权，参考价 300 万元，竞买保证金 150 万元。

请竞买人自行勘察标的，标的详情、要求详见
《拍卖资料》。

一、竞买人资格要求及应提交材料：
1 .竞买人以公司名义报名时必须具有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或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及以上或河道疏浚或河湖整治工程资质；

2 . 竞买人可以是自然人。自然人申请竞买，
成功竞得标的后须在 1 个月内成立新公司，且新
成立的公司经营范围应具有河道清理、河道疏浚。

3 . 报名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携
以下资料参加报名：保证金缴款凭证、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原件、法人
身份证复印件等。以上证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4 . 自然人报名时请携带保证金缴款凭证、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二、报名时间：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 16：00 止(工作时间)。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19 年 11 月 6 日 16：00。

三、报名地址：全州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保证金缴纳账户：户名：全州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
账号：4505 0163 5705 0000 011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全州支行
四、报名时须向拍卖人缴纳报名资料费 300

元/份(一律不予退还)。
联系电话：0773-2817733
联系地址：桂林市信义路 5 号 1-2 楼
微信公众号：gxszgp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全州县凤凰镇河道疏浚权拍卖公告

尊敬的桂林国奥城业主：

我司龙熙 D5 、 6 、 9 、

10、 11、 17、 18#楼已通过

五方验收达到交付使用条件，

请以上楼栋业主带齐您的相关

收房证件及资料于 2019年 10

月 3 1 日到我司办理收房手

续。

办理时间：9：00-17:00，

办理地点：营销中心二楼。

详细咨询：0773-2557088

桂林国奥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8 日

交房通知

2020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全部实行网上报

名。

1 . 网上报名注册、缴费时间： 2019 年 11 月 1 日— 11 月 30

日。

2 . 网上报名注册网址为：

全国会计资格评价网(http ：//kzp.mof.gov.cn/)。

详情请登录网上报名网站、广西财政厅及桂林市财政局网站。

桂林市财政局

2019 年 10 月 28 日

2020 年度全国会计
专业技术初级资格考试

广西考区报名有关事项的通知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