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
●聘:轮转机(单色,双色)师傅,胶包
龙(装订)师傅13518186667

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86629948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普通机麻扑克新产品8096688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麻将新方法15928607080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养老托老
●康疗院专收失能老人68969680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清洁公司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

疏通管道
●西门专业疏管抽掏粪87734118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疏管掏粪
●84553337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539994疏管抽掏粪87588463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二手货交换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求购汽车
●购各类大小货车13678112098

报废车回收
●定点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启事
●蒲江县大塘镇大河机械加工门
市发票统一领购簿遗失作废
●李彬的全国监理工程师资格证
书(档案号510100101)遗失作废
●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的四川省省外企业入川
从事勘察设计活动备案证（川建
勘设年备2014（028）号）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施碧英身份证（身份证号5130
27194906231042）及华西住院结
算发票1129354547遗失
●新都区益顺装饰工程部机构信
用 代 码 证 代 码 号
G7051011403819620Z遗失
●四川省蒲江县复兴乡三义村12
组42号陈心未户口本及身份证
510131196609206816、王新琼身
份证510131196701306828遗失
●温江神形广告服务部将四川省
成都市国税局通用机打发票：发
票代码：151011413005，发票号

码：00236883遗失作废
●声明：我公司从未在任何网站
上发布过房产信息特此声明！成
都市蜀昂投资有限公司

身份证遗失
●吴明奇532930197605121134失

汽车报失
●川AKB616起亚牌YQZ643
0AE，发动机号D5023003，车架号
LJDFAA148D0263761，于2014年
9月9日24时许在成都市新都区大
丰街道中国银行门口发现被盗。
联系方式13408578789陶欣

房屋租售
●成都近郊校舍租13980632817
●急售二环写字间38平86134135
●金沙保利优质临街底商出售
急需资金225万13882173356
●二楼商铺850平13350094982

土地转让
●广汉13亩地出售13981068020

求租求购
●急求租三环内2000平闲置场地
通水电能排下水13679012603

写字间租赁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市中心地铁口豪华装修中央空
调整层出租价优15982006671

营业房

●二环路双楠星座大厦1-2楼出
租 。 刘 先 生 ：13808003668

酒楼·茶楼转让
●西一环路口盈利茶楼转让800
㎡58万（五楼）13880156601
●盈利东门小区茶坊转83280801
●清水河600平茶楼转87763616
●航空路旺铺整分租转让，茶坊
酒楼优拒中介13551869007

●高新盈利茶楼转13808088772
●精装800平酒楼转18008074183
●外双楠茶坊转让15982057918
●大型洗浴中心急转4600平配套
设施齐备价格从优18683279019
●华阳河边800会所13980953323
●半价抛5千万酒楼13658059408
●八里小区300茶坊15528360673

餐馆转让
●太升北路火锅店15181900000
●新津火锅店转让13438463296
●火锅店400平转让13981812616
●急转300平火锅店13408511916
●动物园附近火锅13348889896
●圣灯路旺餐转让13340931111
●500平租金低带气15114081618
●售广福路餐饮铺18084827177
●羊西火锅380平、一品天下中餐
428平有车位优转13568831146
●转南门品牌火锅13808088772

●市中心60平小吃13880923719
●黄田坝英国小镇火锅500平另

带坝租或转13808069693
●铺面转让15388263626
●龙泉400平金口岸餐厅转租金
低，电话:13881777715可以联营
●优转青羊1600餐18708101332
●火锅旺铺400平转18683610520
●转东站220平餐饮13880788350
●转市中心火锅店13094447009

店铺
●因有事转让或合作黄金口岸一
门诊部15348187775非诚勿扰
●转让解放西路路口二楼旺铺
500平(一楼有门厅)13880473762
●内环玉店带货转13666149998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
临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广汉新鑫和工业园，厂库房租
售13568901984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三环4000㎡汽修13096373365
●沙西线厂房出租028-87500067
●瑞联路库房厂房出租81703472
●金堂清江镇厂租13908216370
●双流工业园标准厂房租(6千/1
万6千平可分割)13980050518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1700平厂库房出租，三环路旁，
315动力，可分割13908233192
●北新大标厂租13980652583张
●沙西线厂库出租13308186066
●东三环汽修厂转13438159869
●化工园区内厂区50亩（有房屋）

可分割。电话：18602807157
●温江大小厂出租13880485670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担保公司

招商
●出售大医院股份18180620175
●华阳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作及
青城山商业地转13982123820
●酒店公寓急转13989029828欧

●新洋房会所招商18780096013

●售府城大道商业地红原商业项
目总包营销代理15208469901
●现有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1000号13号楼游泳池和健身房
部分招租。本次招租标的物概
况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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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观赏极光目的地包括挪

威、芬兰、冰岛、加拿大、美国阿拉斯加。

在价格上，北欧极光之旅的旅游产品一

般在2万多元，加拿大、美国稍贵，约为3

万元-4万元。一般而言，只要在北极圈

内住上三晚， 就有很大机会看到极光。

但由于纬度、风景、当地自然环境以及

旅游接待条件都不相同，各地的观赏体

验也独具特色。

驾驶午夜摩托去观“光”

■

地点：芬兰罗瓦涅米

罗瓦涅米位于芬兰北部，高纬度的

地理优势让极光成为这里的常客， 当地

看极光的旅游项目相当成熟。 在穹顶客

房里观看极光是最为舒适的， 这种客房

专为游客而设，很多地方都有；若是在午

夜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奔驰， 突然看到

极光出现，又是另一种震撼。另一不能不

去的则是北极光小屋，在大片的雪地里，

它能营造出浪漫梦幻的氛围。

最佳观赏时间：

12月-1月的罗瓦涅

米会出现极夜，黑暗晴朗的天空是欣赏

瑰丽的北极光最好的布景。

敲开“北极之门”在城市里拍极光

■

地点：挪威特罗姆瑟

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最大的城市之

一，当地每年都会有极光节。特罗姆瑟被

视为世界最北的“景点”、“北极之门”，

因而被看做是真正拉开极光之旅序幕的

开始。 很多想看极光的人都要在偏远的

户外待上一夜，但在特罗姆瑟，却可以在

城市的灯光下拍摄到极光， 背景就是当

地著名的跨海大桥和北极教堂。

最佳观赏时间：

当地冬季天空晴

朗，在有月亮和布满星星的情况下观赏

最佳。

坐狗拉雪橇开启动感极光之旅

■

地点：瑞典基律纳

这里的“亨瑞克老爷爷极光团”很

受中国人青睐，有狗拉雪橇极光团滑雪

教程，还有令人惊艳的阿比斯库—纳尔

维克火车峡湾观光之旅，这让在当地看

极光显得更加丰富有趣。

最佳观赏时间：

冬季尤其圣诞节前

后是极光观赏及游玩基律纳的好时候。

冰冻湖面与极光共舞

■

地点：加拿大耶洛奈夫

这座狂野十足的城市被誉为 “世

界极光之都”，是全球欣赏极光最好的

地点之一。这里的北极光距离地平线很

近，仿佛触手可及，游客站在冰冻的湖

泊上仰望夜空，能感受到极光曼妙的身

姿在头顶上方舞动。

最佳观赏时间：

每年8月至9月，12

月至次年3月底， 是当地最佳的极光观

赏期。

成都商报记者 梁乃丹

“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谁的脸，

出现海角的天边……魔力北极光，奇妙的预言

……美丽的欧若拉”张韶涵那首《欧若拉》曾

红遍神州，“欧若拉”正是极光、女神的意思。

据资料显示，2013年、2014年正是极为罕见

的极光活跃年， 看见极光的几率远大于以往。

而每年的9月至次年3月， 都是观赏北极光的

最佳时节。快快趁着极光活跃年，去赴一场震

撼夺目的极光之约吧！

极光活跃年 趁机去观“光”

许多个世纪以来，绚烂夺目、五

彩斑斓的极光， 一直是人们猜测和

探索的天象之谜。从前，人们以为那

是神秘的火炬。13世纪时，人们则认

为那是格陵兰冰原反射的光。 到了

17世纪，人们才称它为极光。随着科

技的进步， 极光的神秘面纱也被揭

开。原来，这美丽的景色是太阳与大

气层合作表演出来的作品。 在太阳

创造的诸如光和热等形式的能量

中，有一种能量被称为“太阳风”。

太阳风在地球上空环绕地球流动，

以大约每秒400公里的速度撞击地

球磁场。两极的高层大气，受到太阳

风的轰击后会发出光芒，形成极光。

有科学家将这样的现象幽默地比喻

为“太阳打喷嚏”。

“在5天的北极圈之旅中，我竟有3

天邂逅了北极光，这种幸运可不是人人

都有的！”去年3月，王桂华曾跟着几个

朋友自驾北极圈，那一段极地极光之旅

让她至今难忘。在芬兰著名的圣诞老人

村，他们开始了租车自驾。沿着峡湾行

驶在结冰路面，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

是泛着蓝光的茫茫北冰洋，让人感觉仿

佛到了一个洁白无瑕的世外桃源。

由于错过了圣诞、新年旅游旺季，

每晚落脚的小镇都游人甚少。 到了半

夜12点，观“光”小分队开始行动。室

外是零下20℃， 大家把能穿的衣服全

都穿到了身上， 呼出的气还是能让眼

睫毛蒙上厚厚的白霜。一脚迈出去，雪

已覆盖到大腿，另一脚迈出去，感觉整

个人都快动不了了。走了半小时，等了

半小时，人已经冻得快不行了，可还没

有看到极光， 于是又艰难地退回到小

屋里取暖， 之后又再次迈向雪地。然

而， 当绿色的一大片炫目至极的光彩

袭来，那奇观让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许愿、祈祷、拍照……长久的守候与等

待，在那一刻全部都值了。

观“光”需注意

追逐极光 选择多样

目的地及玩法推荐

达人故事分享

耐得住空虚寂寞冷 看得见炫目北极光

达人：王桂华

连住三晚，观“光”几率大

凡在9月到次年3月出发，

观看到极光的几率很大， 按照

当地人的说法， 只要在北极圈

内连住三晚以上， 看到极光的

几率高于95%。 不少目的地的

网站还专门提供了北极光预告

的信息， 你可以注册并接收免

费的北极光提醒电邮。 只要当

地上空的磁场条件适合于北极

光的出现，就会有电邮通知你。

1

2

保暖最重要

北极圈内气温较低，一、二

月份可达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甚至零下四十摄氏度。因此，观

光者需要备好保暖衣物， 亦可

在当地租借保暖衣； 建议多带

一些暖宝宝，在室外很有用处。

3

专业相机拍摄效果更佳

一般看到的漂亮极光图片

是用专业相机拍摄出来的， 建议

带有三脚架、 快门线以及能够手

动控制的单眼相机或数码相机，

配合三脚架、快门线的使用，通过

长时间曝光， 方可达到较好的摄

影效果。

4

一路向北 待在户外

“一路向北”是所有极光追

逐者的不变信条。 越往北走，见

到极光的机会越大。远离灯光和

建筑物， 山顶和湖畔是绝佳地

点。从日落到黎明之间的时间段

里，北极光可能出人意料地突然

呈现， 也会同样突然地消失无

踪。因此，要一睹极光风采，一定

要长时间待在户外。

加拿大耶洛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