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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中秋

临近，记者从旅行社方面了解到，由于

今年中秋小长假为9月13~15日，正好是

周五六日，而且中秋假期正好处在暑假

和国庆两大旅游旺季之间，是个难得的

旅游价格洼地，游客在该时段出游可享

极高的性价比。

中秋出游以周边旅游为主

记者从广州市内多家旅行社了解

到，多数旅行社的中秋线路瞄准短途市

场的“中秋周边3日游”，其中部分线路

提前爆满。 岭南控股广之旅数据显示，

近期咨询报名跨中秋排期旅游线路的

人中超过半数选择了3~5天的中短途线

路，80、90后为出游主力。

驴妈妈平台预订数据显示，广东游

客中秋出游仍然以周边游为主，占比在

7成左右。 相比其他小长假，中秋期间靠

近湖滨、海滨以及乡野的中高档度假酒

店，因适合家庭团聚尤其受欢迎。 热门

目的地如惠州、清远、韶关、珠海等当地

的2天1晚自由行，广西桂林、湖南张家

界的3天2晚产品等。

岭南控股广之旅副总裁、国内游业

务负责人文爽透露，每逢中秋国内各大

景区都会有举办主题赏月活动，今年也

不例外。 海边篝火晚会、特色中秋晚宴、

草原烟花秀、孔明灯祈福等活动被融入

旅游行程中，吸引了不少家庭游客。

南湖国旅常务副总经理陈志超告

诉记者，中秋节期间，西湖、黄山、桂林、

三亚、北海等景点受到热捧。“这些景点

山水相融，湖光月色，夜景美丽，是赏月

的好地方，这也是受追捧的原因。 ”

东南亚游逼近全年最低价

价格方面，中秋旅游产品“好玩不

贵”。 如广之旅“坝上草原、承德5~7天”，

主打湖畔森林赏月，跨中秋排期价格为

4399元/人，较暑假旺季劲减近3000元。

南湖国旅常务副总经理陈志超表

示， 今年中秋游的价格基本与往年持

平，比国庆黄金周要低2~3成。 在一些短

途旅行中， 如南航自由行·厦门往返机

票+2晚喜来登酒店三天、 惠享自由行·

阳朔乌布小镇三天往返动车+2晚美豪

酒店等等，价格都在900-1500元，性价

比相当高。

出境游方面，签证简易的东南亚游

继续受到热捧。 记者从广之旅方面了解

到，东南亚游线路价格从暑假末段开始

“跳水”，9月部分排期更是逼近全年最

低价。“即便是跨中秋假期的排期，也不

会有太大的价格波动，因此选择东南亚

国家作为境外赏月的目的地，性价比非

常高。 ”广之旅东南亚游中心总经理蔡

敏愉表示。

记者浏览广之旅官网看到，中秋节

期间不少东南亚游线路均可享受到“第

二位半价”的优惠，平均2000元左右即

可去东南亚玩上五六天。 如新加坡、民

丹岛5天，9月13日出发，第一位2399元、

第二位1199元，人均仅需1799元；缅甸

仰光、柏固、丁茵6天，9月12日出发，原

价2799元，第二位半价1399元。

据了解，今年中秋节国内游主要以

年轻人居多， 出游高峰将在9月12日出

现。 中老年人群及家庭游大部分都以省

内游为主，出游高峰将在9月13日出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

“无人机是什么？ 从天空上看，我们

学校长什么样子？ ”“我想要一个漂

亮的文具盒？ ”……中秋前夕，信息

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2019“益”起过中秋活动，征集留守儿

童微心愿和圆梦人。 目前，主办方已

经收集到肇庆广宁县105个留守孩

子们的中秋心愿， 如果您想帮孩子

们完成心愿，快来认领，报名吧！

上学期， 广宁县木格镇中心小

学全校约有470多名留守儿童，占全

校学生的35%。这些孩子们常年不能

和父母住在一起，缺少关爱。 2018年

年末，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发起2018“针心针意”活动，邀

请志愿者们到木格镇中心小学，为

孩子们带去了很多有趣的课程。

今年，2019“益起过中秋”活动，

我们将再次前往木格镇中心小学。

这次， 我们提前委托学校校长和老

师收集了105个留守儿童的中秋心

愿。 如果您想帮助孩子们实现中秋

心愿，请添加“档案君”微信号（Sev－

en3377777），主办方会将您拉到心愿

群，您可以从105个心愿里面进行选

择，帮孩子们实现心愿。

您有什么特长吗？ 想不想做支

教老师？ 9月12日， 主办方将带着中

秋礼物和志愿者一起去木格镇中心

小学。 虽然只是一天的来回，3个小

时的支教，但是，主办方希望这3小

时可以和孩子们做些有意义的事。

即日起，2019“益起过中秋”活动

面对社会招募有专长

（书法 、音乐 、

美术、英语口语……）

的志愿者。 如

果您想报名，请添加“档案君”微信

号（Seven3377777），志愿者报名截止

时间：2019年9月9日。

中秋节出游 比国庆节便宜三成

国内游以年轻人居多，中老年人群及家庭游大部分以省内游为主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留守儿

童“益”起过中秋

留守儿童的中秋心愿，等您认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中国

球迷的加油声中， 中国男篮昨晚以77：73

赢下韩国队，取得了世界杯第二阶段排位

赛的“开门红”。但中国男篮能否拿到直通

东京奥运会的门票，还要看周日中国男篮

对阵尼日利亚和伊朗对阵菲律宾这两场

比赛的结果。

韩国队昨晚只能以残阵出击，韩国队

内线金钟奎和后卫李大成将因伤缺席比

赛。 金钟奎是因为背部受伤和腿筋的伤

病，而李大成是因为在上一场比赛里扭伤

脚踝。 第二节比赛开打不久，另一员大将

李政炫崴脚被抬下场并缺席了上半场余

下的比赛。 即便如此，中国男篮昨天在比

赛中仍举步维艰。

比赛开始后，翟晓川篮下轻松为中国

男篮先得2分， 然后易建联又封盖了韩国

的一次上篮。 7：2开局，易建联一次空中接

力扣篮后， 比赛开始4分钟就迫使韩国队

要求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暂停。但之后中国

男篮进入阵容轮换，易建联被换下后韩国

队一度将比分反超。首节比赛结束前孙铭

徽打进2+1，中国男篮才得以19：18重新领

跑。 之后，中国男篮一直无法摆脱韩国队

的纠缠， 比赛结束前2分钟双方战成70：

70。 幸好，郭艾伦连突带投攻进5分，赵继

伟利用对手失误上篮得手彻底锁定胜局。

全场比赛， 赵睿和郭艾伦都拿下16

分，周琦交出13分和14个篮板球的两双数

据。但中国男篮仍未能稳拿直通东京奥运

的门票。 根据规则，这次世界杯上亚洲最

好成绩的球队可直通东京奥运。在昨天的

另一组比赛中，伊朗71：63战胜安哥拉，伊

朗最后一场对阵菲律宾胜率很高。如果周

日中国男篮未能战胜尼日利亚，而伊朗队

战胜菲律宾队，那么两队最终成为各自小

组里的第二名，

（突尼斯第一阶段小组赛

曾胜伊朗，目前已经锁定第二阶段小组赛

头名）

那么中国队和伊朗就要通过比小分

来决定直通东京奥运资格归属。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6日

推出数项民生措施， 包括收回土地

以推行市区重建项目及展开临终关

怀立法公众咨询等。

6日， 特区政府在宪报刊登告

示，宣布收回土瓜湾春田街、崇志街

等多条街道附近的土地， 以推行市

区重建项目。

据特区政府地政总署介绍，重

建项目的地盘总面积约21000平方

米，将重建作住宅用途，并附有零售

和商业设施。 特区政府还将兴建社

区停车场、公众停车位、休憩用地、

社区设施等，并进行道路改善工程。

地政总署表示，此项目有助改善

土瓜湾整体居住环境。特区政府将以

法定补偿、安置住房、津贴等多种形

式补偿受影响的住宅业主及租户。

面对香港人口老龄化趋势，特

区政府、 医院管理局和多间非政府

机构一直致力改善本地的临终关怀

服务。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6日开

始展开公众咨询， 听取市民有关预

设医疗指示和病人在居处离世的临

终关怀的立法建议， 时间截至今年

12月16日。

咨询文件旨在就特区政府的建

议征询市民意见， 包括把有关预设

医疗指示的现行普通法规定编纂为

成文法则，并增加其保障；消除紧急

救援人员在执行预设医疗指示上遇

到的法律障碍；修订相关条文，让在

养老院居住的晚期病人可以更易选

择在居处离世。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肇始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咨询提

升病人直至临终一刻的生活质量，

并促进病人家属在亲人病重期间以

至离世后的福祉。

小胜韩国保住“奥运直通车”希望

中国男篮未能高枕无忧

小组赛未能出线，中国男篮顶着巨大

的压力转战广州赛区。在中国男篮到达酒

店当天，广州赛区为中国男篮贴心地准备

了醒狮挂件作为伴手礼。这一波暖心的操

作相当治愈，男篮球员一边开心地挑选着

心仪颜色的醒狮挂件一边开玩笑说：“只

送我们就好，可别送我们对手哦。 ”

其实广州赛区在细处还做了很多很

暖心的工作，好评如潮。 例如不少中国记

者都被媒体工作区里“琳琅满目”的水果

和小吃所折服，大赞广州赛区重新定义了

何为“宾至如归”。广州赛区工作人员甚至

还用地毯式搜索为BBC记者雷扎·塔赫里

在赛场上找回了丢失的酒店房卡。

高标准要求，人性化管理，广州赛区

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方赞誉。

暖心，广州赛区醒狮挂件送男篮

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数项民生措施

中国队周

琦和对方在篮

下争抢。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