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区名称

六榕寺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广州大剧院

白江湖森林公园

荔湾区博物馆

原门票价格

（元/人次）

5

12

30

40

10

现执行

门票价格

免费

10

15

10

5

景区降价名单

2019

·尚天河文化季活动

活动名称

艺术而立·全球青年艺术家联合艺术展系列活动

（生命霓裳公众艺术展）

我和我的祖国———2019南粤飞歌音乐季

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第十二夜》（话剧）

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

“未来方城”———2019未来社文化生活节

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音乐会

MOON�AND�BEYOND月亮之上太空艺术大展·广州站

周一星剧场

“中国风景”摄影群展第四回

第十六届广东现代舞周

2019第三届广州户外艺术节

健康中国行·嘉年华

2019国际垂直马拉松全国总决赛

2019金红棉影展

SNH48�GROUP第六届年度金曲大赏

BEST50�REQUEST�TIME�歌曲总决选演唱会

2020 广州超级跨年

时间

10月14日-24日

10月13日、11月20日、12月1日

9月17日-22日

9月27日

10月1日-30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明年2月23日

11月-12月

11月2日-12月2日

11月17日-23日

11月20日-12月28日

11月

12月1日

12月7日-15日

12月21日

12月30日-31日

有嘢到

出前一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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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假期在即，你有没

有“打卡”广州的计划？ 记者从广

州市发展改革委获悉， 从昨日

起，广州将新增一批国有景区降

低门票价格， 其中包括六榕寺、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五处广州

知名景区。

其中， 六榕寺将由目前的 5

元门票，降为免费。作为 4A 级景

区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门票由

现行的 12 元降至 10 元，3A 级景

区荔湾区博物馆由现行 10 元降

为 5 元。 此外，作为人造景区的

广州大剧院门票将由现行 30 元

降至 15 元， 位于增城的白江湖

森林公园门票将由 40 元降至 10

元，为本次降幅最大的景点。

吴瑕

观

天气

未来三天

高温加剧

虚假新闻举报电话：

020-34323172

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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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号

昨日， 南航在广州举办粤港澳

大湾区产品发布会，“湾区通” 宣布

正式发布。 据悉，在即将到来的冬春

航季，南航新开及加密多条广州、深

圳始发国际航线， 并计划新开澳门

至内地航线。

据了解，“湾区通” 包括两大类

产品： 南航快线及异地免费换乘产

品；地空联运产品。 南航快线及异地

免费换乘产品， 简单来说， 南航广

州、深圳高密度航班旅客，可免费变

更同航线不同时刻， 或者广深两地

换乘。 异地免费换乘产品则面向南

航广、深、珠、港、澳进出港国内航班

旅客，实现异地换乘变更更优惠。 其

航线范围为广、深、珠、港、澳五地始

发或到达至同目的地航班。

地空联运产品面向南航广州进

出港国际洲际航线两舱旅客， 提供

大湾区 6 城市专车，实现“门对门”

免费接送。 该服务覆盖路线为深圳、

珠海、江门、中山、东莞佛山往返广

州白云机场。 后续将推出深圳中山

空海联运、深圳国际跨城接送机、大

湾区专车接送券等产品。

成小珍 王子宏 王丹 陈春娜

南航计划新开澳门至内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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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5个知名景区降价

六榕寺免费，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降价

方式一：扫描右方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按页

面要求发送全家福照片即可投稿成功！

方式二： 将照片 + 简介发送到指定邮箱：

zpzj@xxsb.com，邮件以“投稿人 + 电话 + 拍摄地

点 + 拍摄日期” 命名， 正文中需包含作品标题、

200 字以内的全家福简介。

投稿方式及要求

照片要求：

在广州拍摄的全家福， 可以

是家庭合照，也可以是公司、单位

团体合照。

投稿照片格式为 jpg，文件大

小不超过 2M。

（扫我投稿）

●扫描下方二维码给这六组家庭投票；

●第三期投票时间 9 月 9 日 8:00~11 日中午 12:00；

●每人可投 5 票，投满 5 票后可参与抽奖。

奖品由金夫人、兰蔻、索菲亚、唯品会、格兰仕、青

桔单车等品牌送出。

注：抽奖后请如实填写手机号码

和姓名 ， 将由专人电话联系获奖事

宜，身份证姓名与中奖填报资料须一

致。 如中奖用户自通知后

10

日内不

领取奖品， 则视为自动放弃领奖，奖

品将顺延到下期。

奖品个人所得税由中奖者自理，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信息时报所有。

参与投票抽大奖

（扫我投票）

前日夜间至昨日白天，广

州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 截

至昨日下午5时30分，各区高温

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 广州市

气象灾害

（ 高温）

Ⅳ级应急响应

生效中。 预计，11日广州市多云

为主， 有分散雷阵雨；12至14

日，广州市多云到晴，最高气温

35～36℃。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

三天高温加剧，注意防暑降温。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

广东省天气炎热， 沿海市县多

（ 雷）

阵雨，局部暴雨和7-8级短

时大风，35℃以上高温范围逐

渐扩大。 其中，11日，粤西和珠

三角沿海多云有

（ 雷）

阵雨，其

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

（ 雷）

阵

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

33℃， 其余市县34～36℃；12日，

粤西和珠三角沿海多云有分散

（ 雷）

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

局部有

（ 雷）

阵雨，最高气温，沿

海市县30℃～33℃， 其余市县

34～36℃。

广州今日多云， 有分散雷

阵雨， 气温介于27℃至35℃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明日多云

到晴， 气温介于27℃至36℃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

黄熙灯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广州南客运站

新增了客运班线和定制班车。新的班线

有从化、清远、江西等地，定制线路为顺

德伦教。

此次新增的从化班车直达各大高

校，包括南洋学院、水利学院

（ 从化）

、广

医学院

（ 从化

）、城建学院，发车时间为

11：15、15：45、17:15、18:30，逢每周的星

期五、六、日开售以上的四个新增站点。

到清远江口、升平、黎溪、连江口、

英德的发车时间为 13：00，9 月 11、12

日发班时间临时调整为 14 点，9 月 15

日停班。

刘俊

广州南客运站新增客运班线

今年尚天河文化季将推出22场活动

来天河，品艺术，一年

一度的尚天河文化季再次

为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盛

宴。据悉，2019·尚天河文化

季将于 2019 年 9 月-2020

年 2 月在天河区举办。 今

年， 尚天河文化季共推出

22 场涵盖舞剧、话剧、音乐

会、艺术展、文化沙龙、体育

嘉年华等多元化文化活动。

尚天河文化季是天河

区建设城市时尚文化品牌

项目的重要活动，去年尚天

河文化季文化惠民达 150

万人次， 网络曝光量超

5000 万次。 今年，恰逢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 天河文化

季组委会精挑细选了一批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

李丹

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27～35℃

今日天气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7～36℃

吹轻微的偏南风

多云到晴

紫外线指数：强

防护措施：上午10时至16时

避免外出， 或尽可能在遮

荫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