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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2

宁波直飞呼伦贝尔大草原
航线将开通

系列报道②

这个暑假，
这个暑假，
如何来一场
实惠的亲子双飞游？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一首《如果有来生》唱出了小伙伴们对大草原的
几多向往，
而内蒙古也是暑期宁波市民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记者昨日从宁波栎社国际机
场了解到，宁波机场首条直飞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航线（即直飞海拉尔航线）将从 7 月 16 日起开
通，今后只要 4 个小时，就能来到大草原的湖边，是不是很想来一场草原自由行呢？那么，除了
这条航线，
这个暑假乘飞机出游还有哪些实惠航班值得推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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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起可从宁波直飞大草原
目前往返还有对折机票

以前，从宁波出发到内蒙古草原之旅，要从
杭州或上海出发，自由行不是十分方便。即将开
通的这条宁波直飞海拉尔航线，由九元航空全新
的波音 737-800 型客机执飞，最多可容纳 189 名
乘客，从 7 月 16 日起，每周一三五共 3 班，其中，
AQ1121 上午 9 点 40 分从宁波起飞，下午 2 点到
达海拉尔东山国际机场；回程 AQ1122，每周一
三下午 5 点 55 分起飞，晚上 9 点 50 分到达宁波，
从时间上看非常适合自由行旅客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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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
“淘票”
攻略
宁波出发还有哪些实惠值得推荐？

这个暑假游，还有什么方向比较值得推荐
呢？是否还有低价机票可淘呢？记者昨天采访
了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宁波出发的机票销售情况
后发现，暑期机票价格整体偏高，但热门的商务
航线价格相对稳定，七八月份，如果想带孩子去
北京，不妨可以考虑宁波飞天津的航班，目前还
有 400 元左右的特价票，最低含税票价是 383
元，在天津玩两天后，可以坐京津城际列车到北
京。从 8 月 8 日起，京津高铁将全面恢复 350 公
里时速运营，全程最快不到半个小时。这也是这
个暑假，带孩子来一场京津两地游最实惠的出行
方式。
在 7 月下旬到广州，目前也有不到 400 元的
特价票，选择这个方向带着孩子到长隆来一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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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应该还算实惠，飞广州目前最低含税票价
只要 440 元，玩遍广州后，还能坐广珠城际顺便
到珠海，
最快只要 56 分钟。
七八月份到桂林旅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从宁波到桂林，最低含税票价只要 410 元，
从桂林荡舟漓江到阳朔，再坐贵广高铁到贵阳，
也是一趟不错的避暑之旅。
在境外地区游方面，暑期宁波飞澳门也较实
惠，选择 10 点 45 分从宁波起飞的航班，下午 1 点
05 分就能到达澳门机场，目前还有 310 元到 400
元的特价票。此外，宁波飞济州岛、泰国曼谷目
前整个暑假都有 350 元到 400 元的特价机票，像
春秋航空宁波飞曼谷，选择 7 月 26 日出发，31 日
返回，
目前含税费往返也只要 1907 元。

航空公司怎么选？
暑假廉价航空不一定
“廉价”

在暑假里出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
是，由于处于旺季，选择低成本航空和传统航空
公司的机票价差没有平日这么大了。对于宁波
旅客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宁波飞香港航
线，目前有国泰港龙和香港快运 2 家航空公司的
航班，时刻对比都差不多，但在平常，作为低成本
航空的香港快运票价会低不少。
在往返时刻差不多的情况下，选择 8 月中旬
两个航空公司进行对比，记者发现：如果选择香
港快运往返机票价格在 1500 元，但国泰港龙往
返票价则是 2000 元，但考虑到如果你需要加一
份 20 公斤的行李，那么选择香港快运往返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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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作为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为
了迎合旅客暑期出行，考虑到从宁波直飞海拉尔
需 4 个小时左右，飞行时间较长，航空公司主推
包含 15 公斤托运行李额度，或包含机上餐饮及
20 公斤托运行李额度的全服务机票，供不同需求
旅客选择。在机票价格方面，现在进入航空公司
官网等渠道订票，宁波至海拉尔去程是 1439 元
起，相当于全价 6 折；海拉尔至宁波回程机票只
需 1199 元，
相当于全价 5 折。

格就变成了 1900 多元，但国泰港龙本身就包含
了免费行李，因此这样算下来，票价也就差不多
了，再加上国泰港龙往返航班还有免费餐食和哈
根达斯冰淇淋……带着孩子的你，
会怎么选？
对此，业内人士提醒，相对来说，低成本或者
说廉价航空，在票面价格上会有一定的优势，但
机上各种服务，包括行李托运、餐饮，往往都是需
要额外付费的，而且如果遇到机票退改签等情
况，低成本航空往往收费较高，因此如果是带孩
子或老人出游时，在行程并不是十分确定的情况
下，
要把这些因素综合考虑进来。

“飞机+共享汽车”
了解一下
既能享受自驾便捷又能免去长途劳顿

暑期，选择飞机等公共交通出行和自驾出
行，一直以来都是各有优势，飞机高铁比较高效，
自驾则有更多的乐趣，那么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
呢？如果觉得租车比较麻烦，去年开始火爆起来
的共享汽车，则是这两者之间理想的结合点，如
果选择到国内景点比较分散的城市或旅游景区，
先通过手机 APP 看看目的地有没有共享汽车，是
如今外出旅游的新增功课。

目前国内比较主流的共享汽车平台有 Gofun
和 Evcard，
其中 Gofun 还支持芝麻信用 700 分以
上免押金，乘飞机到达目的地后，
不需要押金就可
以租上一辆共享汽车，
比乘坐公交、地铁方便灵活
不少，
而且到了网点随借随还，
又比全程打车或传
统按日计费租车实惠不少。此外，
由于共享汽车更
多的是采取新能源车，
因此出行也会变得更加低碳
环保一些。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黄跃光 崔林

演绎千年溪口的民国风情

本周日，邀您共赴
星空下的朗读盛宴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何薇） 浩渺星
空，诗和远方并不遥远。7 月 15 日，一场名为“星空
朗读——千年溪口·风情民国”的大型文化品牌活动
将在奉化溪口举行。这会是怎样的一场活动？会有
什么样的大咖出场？记者为您揭秘。
据了解，浙江之声星空朗读活动以“旅游+文化”
的思维进行创意，在长三角地区拥有万千粉丝。该
活动一贯对选址颇为严苛，必定落地在具有优质旅
游资源与文化底蕴的地方。
“我们从溪口蒋氏故里、应梦名山、弥勒圣地等
旅游资源出发，为溪口量身定制而成，将其打造成为
中国首次大型民国主题户外嘉年华。”活动有关负责
人表示，本次活动不仅在户外复活一个真实的民国
生活场景，同时面对大众进行沉浸式的民国史户外
教学，融合了话剧、朗诵等多种形式，这在中国也是
首次尝试。
那么，
“星空朗读——千年溪口·风情民国”活动
会有哪些惊喜呢？据介绍，
本次活动主要由星空朗读
晚会、民国风俗演示两部分构成。其中，民国风俗演
示的位置设在溪南停车场，
将在此实景搭建民国风情
街区，留声机、老爷车、黄包车等民国元素满满，来自
铜钱编制、捏面人、画糖画、布艺制作、婚俗表演等领
域的非遗传承人也在此作出现场表演。另有来自长
三角的数十位名媛，
将穿上民国风的服饰游走于此。
需要提醒的是，民国风俗演示区预计在 7 月 15
日 1500-1700 面向大众开放；星空朗读晚会则
是在 1900 开始，届时，将集结包括方雨、一零、思
宁、王萍、崔麒、雪莲等浙江广电集团的众多“名嘴”
以及天明等知名演员共同演绎民国动人篇章，共赴
星空下的约会。

宁波企业在延边捐资
成立首个助学基金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7月10日，
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助学基金成立仪式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翰章乡红军小学举行。这是
宁波企业在延边州捐资成立的第一个助学基金。
首期募集基金 20 万元，全部注入当地扶贫项
目，其中每年 6%资金用于资助当地优秀贫困学生就
学。
“ 积极响应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合作战
略，我们希望能率先垂范并尽一己之力。”中国人寿
财险宁波分公司副总经理苏映波表示，经公司决定，
拿出了十周年庆活动经费，再加上员工众筹的善款
一共 20 万元，代表了他们的浓浓心意，
“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补充当地扶贫资金，又可以资助贫困家庭
学生入学，我们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努力扩大基金
规模，
力争帮助更多的困难家庭优秀学生就学。
”
另据了解，敦化是革命老区，也是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我市调整了对口协作关
系，现由象山县对敦化进行扶贫协作和对口合作。
宁波进一步加强对敦化的帮扶项目安排和资金投
入。目前已预安排 3 个帮扶项目，合计所需帮扶资
金共 1000 万元。包括敦化经济开发区长友煎饼生
产线扩建项目、敖东制药世航药业灵芝种植项目、江
南镇忆水田园生态小镇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