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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国南方航空官方微信透

露，南航推出一项名为“一人多座”的

服务，需要的乘客可购买一到三个座

位，以获得额外的乘机空间。 该服务

目前只在广州始发的所有南航国际

航班（

非经停

）上开放运营。据悉，“一

人多座”的服务未来将在北京、上海

等地始发的国际航线上推广。

据了解， 南航早在 3 月就推出

“一人多座”， 已有外籍旅客尝鲜体

验。 3 月 14 日，汤米先生搭乘 CZ347

航班，从广州飞巴黎，凌晨 0 点 20 分

起飞，飞行全程 13 个半小时，坐的是

经济舱。在他担心这趟旅行会很累的

时候，地服工作人员吴依云建议“试

试经济舱一人多座，在经济舱额外购

买相邻的一个座。”咨询价格后，汤米

先生购买了一个座。吴依云帮他把座

位调至 45A 和 45C 靠窗的两个连

座。 由于 CZ347 航班的执飞机型是

空 A330-200，经济舱座位布局是 2-

4-2，也就是说，左右靠窗的纵列一排

为两个座。 额外购买一个座，相当于

买了一排座儿，汤米表示很满意。

成小珍 赖新旖

坐国际航班可“一人多座”了

昨日下午 2 时以后， 因天

气突变，广州多地出现

（雷 ）

雨

大风， 增城区还真的出现了冰

雹，并录得 12 级大风。 预计，本

周五到下周三广州仍多雷雨。

气象部门提醒， 随时警惕短时

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遇上风大雨急、打雷闪电请

暂时到有防雷措施的建筑物内

躲避，出门前要关窗、安置好阳

台物品和衣服， 随时留意最新

天气消息。

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几天

广东降水频繁， 局地伴有强对

流天气。 其中，11 日-13 日，粤

北、珠江三角洲有中到大雨，局

部有暴雨和 8 级以上的雷雨大

风；15 日-16 日广东仍有明显

降水。 广州今日阴天，有中雷雨

局部大雨， 气温介于 20℃至

24℃之间，吹和缓的偏北风；明

日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

介于 21℃至 26℃之间，吹轻微

的偏北风；14 日，阴天，有中雷

雨局部大雨， 气温介于 22℃至

25℃之间。

黄熙灯

观

天气

周末有中雷雨

局部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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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广州市来穗局获悉，

2018 年度广州市积分制入户名单确

定，7000 人最终获得入户广州资格。此

外， 申请随迁人员 10095 位， 共有

17095 人将入户广州。

据介绍，2018 年度广州积分入户

受理期间， 共有 18399 人正式提交申

请，17718 人通过审核。 今年是广州市

积分制入户实施“大积分”的第一年，

按照市政府新修订印发实施的《广州

市积分制入户管理办法》， 申请人在

“广州市来穗人员积分制服务管理信

息系统” 核定的总分值从高到低进行

排名， 积分分值相同时按照在本市缴

纳社会医疗保险时间排名； 在本市缴

纳社会医疗保险时间排名相同的情况

下，按照在广州市连续办理《广东省居

住证》的时间排名，最后确定 7000 位

入户人员名单。

据悉，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广州市积分制入户管理办

法的通知》（

穗府办规 〔

2018

〕

32

号

），

2018 年度广州市积分制入户排名靠前

人员名单公示已结束。 经审核，黄雅丽

等 7000 名申请人获得 2018 年度积分

制入户资格， 他们中最高积分是 292

分，最低积分是 169 分，在本市缴纳社

会医疗保险的时间最高为 199 个月。

具体名单可在广州市来穗局官网进行

查 询 （http://lsj.gz.gov.cn/lsnew/tzgg/

201904/953d9b12d5f446df鄄

be59fa2c3f94658b.shtml）。

黄艳 来穗宣

2018年度广州积分入户 7000人名单确定 广交会期间增 2条公交专线

第 12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将于 4 月 15 日开幕， 市交通运输部门

将在广交会展馆区域开设 2 条公交临

时专线（

线路一是 “广交会展馆—环市

中路”，途经阅江东路 、琶洲大桥 、科韵

路、中山大道、天河路 、环市路 ；线路二

是“广交会展馆—流花路”，途经新港东

路、阅江西路、猎德大桥 、花城大道 、金

穗路、广州大道、东风路、解放北路、流

花路

），3 条如约巴士线路（

广交会展馆

至亚洲国际酒店、广交会展馆至广州东

站、广交会展馆站至大学城地铁北站

），

以及 1 条广交会展馆往返白云国际机

场的机场专线。 同时，还设置临时性停

车场，提供 12158 个停车泊位。

欧嘉福 交通宣

最近，广州时

而热到飞起，时而

又下雨降温，天气

变脸变得太快了。

市民朋友们，千万

要注意加衣别受

寒，如果淋雨受寒

了，记得及时喝姜

汤驱寒或泡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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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多座”适合人群

●第一类是体型比较魁梧的旅客，多买一个座位能坐得更舒服。部分追求更大

的空间的旅客也会有购买意向。 如不喜欢和旁边的人共用椅子扶手的旅客愿意把

旁边的座位买下来。

●第二类是带着孩子出行的旅客，这类旅客要携带更多行李，为了让孩子享受

更自由的空间。这类旅客也可能会出于担心孩子会打扰到旁边的乘客而进行购买。

●第三类是想在经济舱工作或者安静休息的旅客，把周围的座位买下来，以不

受旁边乘客的影响。

“一人多座”购买价格

●在国际长航线上， 购买一个座位的价格为 650 元， 购买两个座位的价格为

1200 元，购买三个座位的价格为 1700 元；

●在国际短航线和地区航线

（第一档）

上，购买一个座位的价格为 350 元，购买

两个座位的价格为 650 元，购买三个座位的价格为 900 元；

●在国际短航线和地区航线

（第二档）

上，购买一个座位的价格为 250 元，购买

两个座位的价格为 450 元，购买三个座位的价格为 650 元。

“一人多座”注意事项

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20～24℃

今日天气

吹和缓的偏北风

明日天气

21～26℃

吹轻微的偏北风

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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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等

●“一人多座”服务在该航班完成值机后现场开售，不影响其余旅客

正常选座。

●目前仅适用于经济舱，后续也将适用于明珠经济舱。

●不享受额外手提行李额。

●不享受额外餐食等服务。

———琶洲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医师张燕芬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