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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

本报记者 鲁佳 郑剑瑾 叶晨

旺季去旅游，意味着物价高游人多；淡季去旅游，可能天

气不好景区关门。那什么时候出发既不太贵，人又不多，天气

景色又还不错呢？那就“平季”出游呗。“平季”在英语里译为

“Shoulder season”，即介于“High”和“Low”season 之间

的这段过渡时期。

旅行社及在线旅行商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钱报记者，9 月

是出游的好时机。因为近几个月机票价一降再降，连土豪航

空都在打折，让旅行变得十分划算。

9月是出游好时机，各大航空公司扎堆打折

平季旅行目的地，请收好这份“推荐信”
9月是出游好时机，各大航空公司扎堆打折

平季旅行目的地，请收好这份“推荐信”

各大航空纷纷降价
近几月机票白菜价

全日空近期推出日本线的促销，在全日空

官网或阿里飞猪可以找到优惠机票，经济舱低

至990元起！出发时间是9月28日前，提前14

天购票。杭州飞东京最低往返票价2000元，

上海（虹桥）飞羽田最低往返票价1800元。

搭乘国泰及国泰港龙的航班，由杭州出

发往返东南亚各大旅游目的地，经济舱仅需

1080元起。销售日期至10月31日，旅行日期

为9月27日前，以及10月4日至12月14日。

土豪卡塔尔航空近期购票也有部分折

扣，欧洲往返机票的最低价格只要 3510 元！

杭州往返巴黎的经济舱参考机票4750元，杭

州往返威尼斯的商务舱参考机票17770元。

长荣航空针对赴台自由行游客推出，杭州

出发6天往返产品1999元，8天往返产品2099

元，均含直飞台北机票及1晚当地三花酒店。

想去肯尼亚南非
九十月份很适合

非洲肯尼亚有数量众多的珍禽异兽、多

姿多彩的赤道自然景观和风土民情，旅游旺

季为每年的 7 月~9 月。角马、斑马等由南部

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迁移到北部肯尼

亚的马赛马拉大草原，跨越“凶残"的马拉河，

场面甚为壮观。

“国庆节后，肯尼亚酒店价格比旺季便宜

三分之一左右。”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的方

杉杉介绍，“对动物大迁徙无所谓的客人可以

选择平季前往，除机票、酒店价格便宜，导游、

司机可以任性选，关键旅游体验度提升许

多。”

在内罗毕，可以感受肯尼亚历史和人文

气息以及市郊的长颈鹿野生动物园；在纳瓦

沙和博高丽雅，可领略湖光岛影，观赏河马、

火烈鸟；在安博塞利，可以站在广阔草原上眺

望乞力马扎罗山；在肯尼亚山，可以入住最奢

华酒店“肯尼亚费尔蒙狩猎度假村”；在阿布

戴尔，可以在树顶酒店观察动物夜间活动。

南非位于南半球，气候变化与北半球正

好好相反，暑期是避暑胜地，春节是避寒首

选。南非的平季是每年的 9 月~10 月，这个

时期气候温和，不像淡季 5 月~8 月那么寒

冷，价格相对旺季 11 月~3 月也更加优惠，同

时也是观察各种野生动物的好时间。

欧洲的旺季是暑期
现在到11月都是平季

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欧洲部经理王晓

燕告诉钱报记者，欧洲这两年淡旺季越来越不

明显，往年平季是456月和9、10月，旺季是7、

8月、国庆和春节，淡季11月~次年3月，从机

票价格上很明显可以看出。可是今年456月

都很旺，反而7、8月的旺季不够旺，甚至赶不

上456月。“9月~11月算是平季，各个目的地

各有特色，9 月~10 月推荐东欧和巴尔干，无

论是多瑙河沿岸还是克罗地亚，气候温和，团

费低，当地消费便宜，游客比较少；11 月~12

月推荐西班牙、葡萄牙。”

欧洲的很多首都比建议游客 10 月~11

月的平季去，那些著名的露天市场和广场不

会被游客占领，也不用忍受高物价。

玩转迪拜土耳其
10月11月最好

在迪拜不仅有奢华酒店，更有很多刺激且

放心玩的项目，比如冲沙、跳伞、水上飞机等。

杭州海外旅游有限公司的陈素瑶告诉钱

报记者，迪拜无论何时去看到和体验的项目

都一样，相对来说可能 6~7 月、10 月~11 月

这四个月客流量会比较少。“因为这段时间是

迪拜气温逐渐上升和逐步下降的 2 个过程。

而这段时间迪拜酒店的价格相比旺季要便宜

3/1 左右，景点参观上也能节省很多等待的

时间，也能预订到旺季订不到的热门项目。”

土耳其好玩的旅游元素很多，不仅深藏

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三面环海的地势也是土耳

其的特色；土耳其还有各类挑战极限的项目，

比如费特希耶的跳伞。“这里的旅游平季是每

年 的 4 月 ~6 月 和 10 月 ~11 月 ，暑 期 人 均

10000元/人左右的旅费到了平季是8000元/

人左右。”

日本几乎全年无淡季
11月和3月性价比最高

日本几乎全年都没有淡季，但是樱花季

节、暑期、春节和十一黄金周是人最多的时

候，因此携程出境游专家彭亮认为，9月和11

月，3月是性价比最高的季节。特别是3月和

11 月，天气还比较冷，到日本的热海、北海道

登别等地区泡一个温泉，实在是难得的享受。

日本的春天是游客最密集的时候，5 月

的平季来临之前是京都旅游业的全盛期。樱

花节过后，顶级旅馆的价格会下降，而潮湿的

空气和夏季人潮尚未来临。

想去东南亚海岛
十一二月最实惠

去海滩度假的第一条准则是什么？千万

别在学校放假期间去！

“东南亚的海岛，像泰国、菲律宾、越南、

马来西亚等，因为距离、交通、物价等都适宜，

很受大家的喜爱。”携程出境游专家彭亮介绍

说，这些海岛 10 月~次年 3 月是旱季，4 月~9

月是雨季，虽然旱季更适宜旅游，但是十一、

春节等假期人多价格贵，最好的平季旅游时

间是 11月、12 月、3 月。“以菲律宾为例，在平

季前往长滩、薄荷等热门目的地，入住五钻酒

店的价格仅在四千元左右，性价比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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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糖拍卖公告
受舟山海关委托，定于 2017 年
9月27日上午9时，在舟山市定
海区解放西路94号二楼我公司
拍卖厅，对一批罚没的走私白
糖进行公开拍卖。一、标的物
情况：白糖一批，数量约495吨，
参考起拍价260万元。二、标的
展示时间、地点：9 月 25 日、26
日两天。在舟山浦西陆港物流
园区仓库内。统一安排，集中
看样。三、报名手续：有意者请
携身份证明或企业营业执照和
参拍卖保证金 30 万元，于 9 月
26 日下午 4 时前，来我公司报
名。（户名：舟山市公信拍卖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账 号 ：
1206020319200116857、 开 户
行：舟山市定海区工行解放路
支行）四、其他信息详见我公司
提供的拍卖文件。五、咨询电
话 ：0580-2038528、2020210。
舟山市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9月13日

注销公告根据出资人杭州市交
通运输发展服务中心杭交发展

（2017）31 号文件要求，及杭州
市交通运输局杭交复［2017］23
号文件批复，将杭州华达道路工
程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整体划转至杭州路达公
路工程总公司，并办理注销。请
原杭州华达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的债权债务人与杭州路达公路
工程总公司联系。特此公告！
杭州华达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根据出资人杭州市公路管理局杭公路（2017）107 号文件

要求，及杭州市交通运输局杭交复［2017］22文件批复，将杭州华龙

公路养护工程处的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整体划转至杭州路达

公路工程总公司，并办理注销。请原杭州华龙公路养护工程处的

债权债务人与杭州路达公路工程总公司联系。特此公告！杭州华

龙公路养护工程处

注销公告根据出资人杭州市交

通运输发展服务中心杭交发展

（2017）24 号文件要求，及杭州

市交通运输局杭交复［2017］34

文件批复，将杭州和事达公路

养护中心的资产、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整体划转至杭州路达公

路工程总公司，并办理注销。

请原杭州和事达公路养护中心

的债权债务人与杭州路达公路

工程总公司联系。特此公告！

杭州和事达公路养护中心

施 工 公 告
因 S26 诸永高速公路 k60-k72 (此路段为长下坡路段) 路面

施工需要，计划于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9 月 22 日 6 时至 18 时对诸
永高速公路直埠枢纽至白塔枢纽路段温州方向实施交通管制，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管理部门将在诸永高速直埠枢纽、诸暨东
收费站交替对温州方向车辆进行分流，在诸永高速磐安收费站
对主线温州方向车辆进行分流，同时关闭怀鲁枢纽温州方向进
口、关闭直埠收费站至白塔枢纽区间各收费站温州方向进口，请
途经车辆提前安排行程。该施工计划如遇雨天顺延。请关注
FM93 交通之声和实时路况及沿线告示。因本工程施工带来的
不便，敬请过往驾驶员谅解。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绍兴支队四大队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金华支队三大队
浙江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台州支队四大队浙江诸
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高等级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94865部队副食品及物资采购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865 部队委托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对副食品及物资采购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类别共计20项，

包括：肉类、水产类、蔬菜类、干货调料类、冻品类、禽蛋类、水果

类、牛奶类、食用油类、办公耗材类、电脑配件类、家电类、家具类、

汽车配件类、日用百货类、通信电子类、五金器材类、消防器材类、

油漆涂料类、医疗用品类。本次招标原则上一家供应商只能中标

一个类别。欢迎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竞标。报名需提交

的资料：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复印件）2、企业介绍信

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报名时间：2017 年 9 月 14 日至

2017 年 9 月 15 日（上午：9:30-11:30 下午：14:00-16:30）。报

名地点：杭州市江干区秋涛北路 332 号佰富时代中心 3 幢 13 楼业

务一部。联系人：周先生，电话：13634125970

中国人民解放军94865部队
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3日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
机构名称：浙江天睿祥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30日
机构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西子国际中心2号楼1106室
机构编码：260895000000800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2017年08月24日
业务范围：在全国区域内（港、澳、台除外）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
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
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制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有效期至：2018年12月28日 法定代表人：王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