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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德地图发布《2019 年春
节出行报告》。报告显示，从 1 月 28
日（小年）开始至 2 月 4 日（除夕），深
圳、北京、上海、广州、东莞等十个城
市人员流出最多，成为“春节空城”。
周口、阜阳、商丘、茂名、徐州等十个
城市人员流入最多，成为“春节团圆
地”。同期相比，北上广深中，广州流
入人数最多，成为“反向过年”最热门
城市。

高德地图位置大数据显示，与一
二线城市人口流出相比，1月28日（小
年）到2月4日（除夕）期间，三四线城
市迎来了返乡过年的人们。周口、阜
阳、商丘、茂名、徐州、南充、宿州、黄
冈、信阳、南阳十个城市为人员流入最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
内机票价格下跌的同时，
有一条出境游线路却逆
市上涨，这就是日本赏樱
线。每年 3 月下旬到清明
假期，是京阪奈看樱花的
旺季。据近期日本当地
发布的 2019 年的樱花季
首轮预测显示，3 月 22 日
起至 4 月 28 日，东京、名
古屋、福冈、京都、大阪、
札幌等地的樱花将陆续
开放。

据了解，为吸引中国
游客，一家国外酒店预订

网站向中国游客群发邮件
称：“为确保最佳赏樱体
验，我们推荐提前至少一
个月完成出行预订。”从机
票预订情况来看，3月赴日
机票预订量同比增 70%，
机票价格也有所上浮。

业内人士提醒说，近
两年来，选择前往日本赏
樱花的中国游客日益增
多。这样一来，3 月底和4
月赴日机票都比较紧张。
一般情况下，许多游客都
至少提前一个月购买赴日
机票。

同时，1 月 7 日起，日
本正式开收国际观光旅客
税，此税的影响已在购买
机票时体现出了，票价普
遍要贵60多元。

从酒店价格上来看，
从3月底开始，日本著名的
赏樱城市酒店价格翻番
涨。以京都为例，3 月中
旬，酒店价格从五六百元
到一两千元，但是从3月底
开始，价格几乎全部飙升
至千元以上，部分高星级
酒店价格高达万余元。

据《天府早报》

今年春节成都空气质量
总体优于去年

2019 年春节期间(2 月 4-10 日)，
受烟花爆竹禁限放措施以及较为有
利的扩散条件共同影响，成都全市空
气质量总体情况较好，这是记者13日
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的。据了解，根
据成都市大气国控点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成都主城区空气质量 1 天优、4
天良，2天轻度污染，PM2.5浓度均值
为 62 微克/立方米。与 2018 年春节
相比，优良天增加1天，PM2.5浓度下
降18.4%。

据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介绍，受禁放区外烟花爆竹燃放的
传输叠加不利气象扩散条件影响，成
都市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出现在初一
和初二，其中，初一有个别区(市)县出
现重度污染。“2月4日除夕夜全市空
气质量从20时起逐渐转差，于2月5
日9时达重度污染，重度污染持续了
4个小时；与去年除夕夜相比，重度污
染时间减少了 8 个小时，PM2.5 浓度
峰值降低了 43 微克/立方米，降幅
18.3%。从其他污染物浓度来看，表
征烟花爆竹燃放特点的 SO2 和 CO
均较去年降低，尤其是CO浓度降幅
达37.5%。”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全省统
一部署下，成都平原区加强了对禁燃
烟花爆竹的联防联控，全市还在立法
层面制定并完善了《成都市烟花爆竹
燃放管理规定》，并强化了宣传倡导，
在中心城区和远郊区县均划定了烟
花爆竹禁燃区，加强了烟花爆竹燃放
的相关管理，空气质量受烟花爆竹燃
放影响大幅减轻，尤其是中心城区。
从全市情况来看，初一有 6 个区(市)
县达重度污染，较2018年初一全域均
重度污染的情况有明显改善，其中郊
区新城改善尤为明显，如金堂县、大
邑县、邛崃市、崇州市 PM2.5 降幅达
40%～50%。

据《成都日报》

1228.75万人次
成都地铁春节客流再创新高

13日，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发布了
今年春节假期的客流数据。成都地
铁毫无悬念地再创新高。春节期间，
即 2 月 4 日至 10 日（除夕至正月初
六），成都地铁线网累计运输乘客
1228.75万乘次，日均175.54万乘次，
同比去年增长27.42%。

据悉，春节7天，地铁客流呈增长
状态，节日期间线网最大客运量发生
在初六。日均客运量位列线网前三
的 车 站 分 别 是 春 熙 路（13.53 万 乘
次）、成都东客站（12.48 万乘次）、天
府广场（9.18万乘次）。

据《成都日报》

飞三亚昆明仅300元错峰出游正当时

春节人员流出最多城市成都排名第六

据了解，2019年春节前一周，春节
长假期间成都飞三亚的经济舱机票就
基本售罄，只剩下价格更胜一筹的头
等舱和公务舱，是春节期间当之无愧
的“贵”族。

市民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一家
三口原本计划今年春节到三亚过年，
但节前订票时发现，机票价格大多都
在2000元以上。“我们两大一小的单程
机票费用超过5000元，返程同样不便
宜，我还查了一下比较好的度假酒店，
住一晚价格就没有低于2000元的，所
以果断放弃了！我只想说，过年的三
亚我爱不起。”

不过罗先生已经发现，从目前开
始，成都至三亚的机票价格慢慢恢复
到了平常水平，已经能买到一些六七
折的机票。但他也注意到，目前正处
于返程高峰，三亚至成都的经济舱机
票一票难求，能买到的全部是全价头
等舱机票。

对此，罗先生决定错开返程高
峰，在 OTA 平台预订好了 18 日出发
24 日返回的成都至三亚往返机票。

“飞三亚一张机票才300多元，返程票
也在1000元左右，比起过年期间便宜
了不是一点半点啊。”他还说，“虽然
是错峰出游，但这个时间段也非常合
适，也刚好赶在了孩子的寒假里。”

记者通过携程、飞猪、
途牛等 OTA 平台查询了
解到，目前，成都前往部分
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
已经陆续开始下调。以成
都至昆明的机票价格为
例，2 月 14 日，600 元内可
以买到一张；2 月 19 日元
宵节当天，最低机票价格
为300元；至3月底机票价
格基本在350元上下浮动，
价格相当喜人。再看看成
都至三亚的机票价格，2月
14 日 ，一 张 机 票 价 格 在
1100 元左右，不过 2 月 14
日以后，票价开始“大跳
水”，月底还可以买到 1.5
折机票，仅需 299 元；整个
3 月份的机票价格基本都

稳定保持在 300—400 元。
由此可见，和春节期间相
比，机票价格已大幅下跌。

虽然不少航线价格开
始恢复正常水平，不过记
者也发现，由于目前仍处
于春运期间以及市场供求
关系，成都飞往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拉萨、乌鲁
木齐等城市的机票价格，
仍处于偏高水平，不过从
各大 OTA 平台来看，3 月
份机票价格总体回落到节
后最低水平。

据某旅游预订网站机
票部门负责人介绍，按照
惯例，每年春节长假后到
清明小长假前夕，都是旅
游淡季，所以机票等旅游

线路的价格会应声而跌。
事实上，目前除了成都至
三亚和昆明的机票便宜
外，成都至西安、海口等地
的机票也低至“白菜价”，
都是眼下能捡到便宜的错
峰出游目的地之选。

根据携程大数据，截
至目前，2 月份十大错峰
游热门目的地分别为西
安、重庆、成都、三亚、昆
明、杭州、南京、厦门、哈尔
滨、珠海。另据驴妈妈平
台数据，今年春节出境游
人次同比增长三成。从出
发日期来看，43%的游客
选择错峰出游，占比继续
攀升，人次少而且性价比
更高。

赴日赏樱线逆市上涨 建议提前一月购票订酒店

成都出发部分机票低至“白菜价”3月总体回落到节后最低水平

“过年的三亚我爱不起”
错峰游单程机票仅300多元

春节长假结束，旅游市场进

入错峰出游的好时机，不少航

线机票价格迎来“悬崖式”下

跌，有错峰出游打算的市民们

赶紧计划起来，真能省下一大

笔钱呢。

记者查询了解到，目前，成

都飞往部分热门城市的机票已

提前进入“白菜价”。以三亚为

例，元宵节前后，成都飞三亚机

票价格普遍降至300—400元，

2月底更是跌至299元。另外，

从各大OTA平台来看，目前仍

较热门的北上广深方向的机票

也将在3月份回落到节后偏低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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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城市，称得上十大团
圆目的地。

小年到除夕，深圳、北
京、上海、广州、东莞、成
都、苏州、郑州、杭州、佛山
十个城市人员流出最多。

在人员流出的同时，
许多大城市出行效率显著
提升。高德地图交通大数
据显示，从2月4日（除夕）
到 2 月 10 日（初六），高峰
拥 堵 延 时 指 数 与 平 日
（2018 年 12 月）对比显示，
北京高峰拥堵延时指数下
降幅度最大，达 42.1%，其
次是贵阳和广州。

从迁徙区域来看，北
京流出人口主要集中在河
北 、山 东 、河 南 、东 北 三
省。上海流出人口主要集
中在江苏和安徽，除了非
常临近的苏州外，江苏省
南通、盐城成为上海返乡
最多的目的地。广州的返
乡人口目的地多集中在广
东省内其他城市，湖南衡
阳、江西赣州，是省外迁徙
的主要目的地城市。

今年春节，无论是阖
家旅游，还是父母投奔子
女，前往一线城市过年的

“反向春运”现象较为明

显。高德地图位置大数据
显示，在北上广深等城市
中，从小年至年三十，前往
广州的人数超过北京、上
海、深圳，成为“反向春运”
最大的目的地城市。

此外，数据显示，2月4
日 22:00 至 2 月 5 日 2:00，
正是阖家团圆、欢度春节
的时间，但在 G75 兰海高
速重庆段、上海S20外环高
速、G4201 成都绕城高速、
G42沪蓉高速南京段、G45
大广高速广州段等高速公
路上，车流仍然较大。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