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余小红 美编 吴卫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旅游·社会08
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1月10日，美国洛杉矶旅游局公
布数据：2017年洛杉矶接待中国游客
人数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洛
杉矶旅游局表示，中国赴洛杉矶旅游
人数的持续增长不仅归功于中国出
境市场的稳步扩大，也得益于中国与
洛杉矶之间航线的发展。其中，有成
都开通直飞洛杉矶航线的功劳！

说到开通航线，2017 年成都和
美国之间还真是密切：海航于3月和
10月开通成都直飞洛杉矶和纽约的
航线，加上美联航于2014年开通的
成都-旧金山直飞航线，成都定期直
飞美国的航点已达3个。

业内人士分析，基于商务、旅游
及留学生组成的庞大客群，2018 年
各航司在美国航点的布局力度还将
继续加大。得益于此，成都与美国之
间将越来越便捷，成都旅游市场的
美国产品也将越来越丰富。

今年定期直飞美国航点将达5个

2018年在成都飞美国的航线竞
争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海航向
中国民航局申请6月开通成都直飞
芝加哥航线，川航申请开通成都直
飞波士顿航线，加上已开通的旧金
山、洛杉矶和纽约，2018年成都定期
直飞美国的航点将达5个，覆盖美国
的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

如果算上转机和经停航线就更
多了，之前有国航、东航和川航，后
来香港航空也加入进来（2017 年 12
月飞洛杉矶、2018年3月飞旧金山，
并有计划飞纽约）。成都与美国间变
得越来越便捷。

美联航：美境内中转优势大

机上WIFI、波音787梦想客机、免
费托运两件行李、中国特色菜肴、每个
航班配有说中文的空乘人员……要说
美联航在成都飞美国的优势，最核心
的是：在旧金山部署的强大美国境内
中转枢纽！

“我们设计产品时，用美联航可
以非常方便地把美国境内段衔接起
来。”成都喜之悦假期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总经理彭涛说，中国游客去
美国旅游，希望一次能多玩几个城
市，美联航在美国境内航段的优势
是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难以企及
的。美联航数据显示：搭乘美联航，
通过旧金山国际机场，中国旅客可
中转至220个美国境内目的地。

国内航司：多点直航更便捷

国内航空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
“美联航在美国的优势，等同于国内
航空公司在中国的优势。在美国布局
的大量直飞航点，是各国内航空公司
抢占美国市场的重要手段。”业内人
士总结，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都非常
大，双向的客人是航司们争取的目标。

例如国航，在国内有强大的飞行
网络，在美国的航点也非常多，包括旧
金山、洛杉矶、圣何塞、纽约（3个机场
均有）、华盛顿（有时一天两班）、夏威
夷等，每周有很多班，成都人要去美国
的这些城市，可选择国航从北京中转。

海航这两年在直航方面的力度
非常大，以中国西部为例，在成都已有
洛杉矶和纽约东西海岸两条航线，今

年6月还要直飞芝加哥；在重庆去年
开通了洛杉矶和纽约等。直航为游客、
商务客人和留学生带来便捷，在纽约
留学的小亦之前回成都就选择了直
航，比转机节省了大量时间。

游客得利 从1/10到更多

“对中国游客来说是好事，旅行社
在设计产品、线路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将为成都及西南客人推出更加丰富的
美国旅游产品。”喜悦假期彭涛直言，

“目前成都市场上，美国旅游产品涉及
到的旅游资源还不到美国的1/10！美
国旅游市场未来发展的潜力相当大！”

彭涛表示，美国的旅游资源相
当丰富，从自然资源到文化科技等
各方面都非常吸引人。得益于成都
与美国的交通越来越便捷，包括喜
悦假期在内的诸多旅行社将为客人
设计更多新线路。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今年内，胜安航空全新接收
的波音 737 MAX 8 将执飞成都-
新加坡航线！3 月 31 日前，持胜安
航空登机牌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转
机的乘客，不仅可享受机场部分
门店专属折扣，还将直接获得价
值 40 新币（约合人民币 200 元）的
机场通用消费抵用券！最近大热
的电影《前任 3：再见前任》，将印
尼美娜多带入了人们的视线，从
成都到美娜多，选择胜安航空提
前预订可享受超低价格，如3月29
日出发往返含税最低只要 1773
元。胜安航空这一连串的好消息，
为成都人 2018 年的飞行计划开了
个好头。

成都人对胜安航空并不陌生，
这家亚太地区领先的区域性航空公
司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为新航提供亚太区域性的网络
支持。目前，胜安航空的飞行网络已
经覆盖亚太地区 16 个国家和地区
的52个目的地，联接新航集团的航
线网络遍及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个目的地。胜安航空在中国
的飞行站点已经增至 8 个城市，其

中成都与新加坡之间的往返航班也
由 2002 年开航时的每周两班增加
到了如今的每周10至14班（冬季时
刻与夏季时刻）。

10多年来，已有数十万成都客
人体验了胜安航空提供的优质服
务，新鲜美味的食物、全套酒吧服
务、飞行中的娱乐活动，以及细致周
到、和蔼友善的空乘人员，都给客人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平均机龄才4年多的年轻机队
也是胜安的一大优势。胜安目前总
共运营 33 架飞机，包括 17 架波音
B737-800 机、10 架空客 A320-200
机型和3架空客A319-100，还有刚
刚 接 收 的 3 架 全 新 的 波 音 737
MAX 8，成都人有福了，该机型将
于今年年内执飞成都-新加坡航线。

不仅如此，胜安航空联合新加
坡樟宜机场为乘客带来了转机专属
福利。凭胜安航空的登机牌，可在樟
宜机场部分门店享受专属折扣，并
直接获得价值40新币（约合人民币
200元）的机场通用消费抵用券。转
机专属福利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3
月31日。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眼看年关将近，不少中老年人
操劳一辈子，到老了反被牙齿困扰，
人未老，牙先掉，许多山珍海味只能
看不能吃，缺牙让他们晚年生活没
滋没味。

为帮助更多市民恢复牙齿健
康，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特邀丰富经
验的华西口腔种植硕士林峰院长和
知名外籍教授小川广纯主任进行免
费会诊，一对一免费设计种植方案。
缺牙市民可拨打惠民补贴专线
028-69982579了解详情，报名享福
利。具体内容如下：①植牙专项补贴
4860元起（仅限50人）；②指定进口
种植体出厂价 3880 元/颗（不可与
种牙补贴同享），限50个名额，先到
先得；③华西口腔种植硕士或外籍
专家一对一亲诊，提供个性化种牙
建议和方案；④减免5000元专家手
术费；⑤一个电话报名，送价值680
元的爱牙礼包。

■4颗植体“长”出半口牙 啃腊排
蛮有劲咯！

半口和全口牙掉光想种牙，到
底该种多少颗牙？

针 对 半 口 、全 口 无 牙 者 ，
“All-on-4”种 4 颗恢复半口好牙。
因为所需种植体减少、一般情况下
无需植骨，节约了治疗成本，有效缩
短种植等待周期。

据华西口腔种植硕士林峰院长
介绍，All-on-4（种4颗恢复半口好
牙）即刻种植，当天拔牙、种牙、戴
牙，一次完成整个种牙过程，当天吃
起腊排来，蛮有劲的咯！市民可拨打
惠民补贴报名专线028-69982579。

《魔戒》《霍比特人》的取景地、奇
妙的怀托摩萤火虫洞、地热之城罗托
鲁瓦，新西兰的魔幻与壮美是那么独
特，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全景新西兰近日来蓉揽客，将带着游
客展开一场梦幻、神秘、痴醉的美妙
旅程。鸟岛，黑沙滩以及密密麻麻的
塘鹅会带给你震撼；罗托鲁瓦的普胡
图间歇喷泉，每天喷发20来次，你会
有好运气欣赏到那一飞冲天的奇景
吗？电影《魔戒》和《霍比特人》中霍比
特人的家园就在玛塔玛塔，山坡上那
37个霍比特洞穴，好似散发着某种魔
力……据悉，2月初就有畅游新西兰
南北岛的品质旅游团，从成都出发直
飞奥克兰，带着成都游客飞往纯净的
中土世界。 （何筝）

2017中国旅游总评榜
四川分榜揭晓

上榜品牌将代表四川冲刺全国总榜

2017 已离我们远去，这一年，谁
能代表最美四川？经过一个多月的评
选，2017中国旅游总评榜四川分榜今
日揭晓。即日起，四川上榜旅游品牌将
代表四川，向全国总榜发起冲刺。

作为影响中国旅游业界的大事件，
由“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盟”发起
的2017年度中国旅游总评榜在评选范
围、时间、影响力、规模上都堪称旅游评
选之盛事。从去年12月起，成都商报、广
州日报、钱江晚报、齐鲁晚报、大河报、
扬子晚报等全国20多个城市主流媒体
纷纷启动各地分榜，凭借2000多万份
的发行总量、9.4亿的覆盖人口，开始了
声势浩大的旅游品牌评选活动。

根据大众推荐和旅游品牌美誉
度、影响力等多项指标，今日，2017中

国旅游总评榜四川分榜正式揭晓，榜
单涵盖旅行社、景区、航空公司、旅游
目的地、酒店等旅游行业的方方面
面。作为旅游资源大省，四川理应在
中国旅游总评榜中占据重要位置，让
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代表最美四川的
旅游品牌加油鼓劲，祝他们为四川取
得好成绩！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年度全域旅游创新奖：“过节耍成都”城市旅行季系列活动
■年度最受欢迎景区：青城山-都江堰、西岭雪山、欢乐谷、石
象湖、花舞人间
■年度最受欢迎境外旅游目的地：塞舌尔
■年度最受欢迎国内旅游目的地：武隆、西安
■年度最受欢迎旅行社：四川旅游百事通、成都中青旅、国旅
（四川）、喜之悦国旅
■年度最受欢迎航空公司：新加坡胜安航空、澳门航空
■年度最具影响力节庆活动：2017西岭雪山重阳登高活动
■年度文化创意贡献奖：2017眉山泡菜节
■年度品质酒店：成都棕榈泉费尔蒙酒店、成都凯宾斯基饭
店、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
■年度最受欢迎服务式公寓：成都IFS国金豪庭
■年度人气特色乡镇：新都“中国紫薇小镇”

2017 中 国 旅 游 总 评 榜 四 川 分 榜 榜 单

航司争相布局美国航点

2018成都飞美国好热闹

全新飞机、转机福利、超低价格
成都人快来收胜安航空的新年礼物

新西兰南北岛深度游
去看《霍比特人》里的中土小镇

年前种好牙 春节元宵有滋有味
限50个名额 预约体验进口种植体出厂价3880元

西岭雪山

塞舌尔

“五证合一”扩为“二十证合一”，
企业办照全程电子化、退市流程更简
便……对四川创客来说，2017年无疑
是“福利年”，去年全省新登记市场主
体突破百万大关，达到102.11万户，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494.91万户，居全
国第6位。今年四川商事制度改革将
继续发力。昨日，记者从省工商局获
悉，针对“身份证丢失被冒名注册公
司”“名下突然多了几家公司，影响正
常生活”等社会反映较多的问题，四

川将借鉴全程电子化网上实名登记
经验，探索线下实名注册，有效防范
虚假冒名登记等行为。

据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负责人
透露，工商总局近日已印发《关于进
一步统一规范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工
作的通知》，提出建设全国统一的企
业登记身份信息管理系统，逐步实
现企业登记身份信息“一经注册验
证、全国联网应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身份证丢失被冒名注册公司？
四川将探索线下实名注册防范冒名登记

成都直飞旧金山航线-波音787梦想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