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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专线大巴 看精彩航展
市内开设10条航展专线 公众日专线首班发车提早至清晨6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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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颖

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已于8日
结束专业日展览，并将迎来连续3
天的公众日展览。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航展前三天航展馆周
边交通整体畅顺，8日机场路平均
车速仍可达40.8公里/小时。为方
便公众日群众观展，所有市内航展
专线提早到上午6：30发车。

3天专业日交通整体畅顺

6-8日，航展交通保障工作保
持良好态势。监测数据显示，6
日，珠海大道平均车速70公里/小
时、机场路58公里/小时；7日，珠
海大道平均车速70公里/小时、机
场路55公里/小时；8日，珠海大道
平均车速55公里/小时、机场路平
均车速40.8公里/小时，交通整体
畅顺。

市交通执法局每日出动执勤
人员140多人次，重点做好展区停
车场及机场候车通道秩序维护工
作，同时对拱北口岸、城轨珠海站、
九洲港码头、香洲长途客运站等重
点部位加强执法力度。

公众日观展首选专线车

公众日期间，普通小汽车将无

法进入管控区域路面，进入航展馆
的观展者只能借助航展专线、出租
车、旅游大巴等公共交通工具抵
达。

航展专线车方面，观展者需要
通过“珠海交通”手机客户端或微
信公众号预约，并持二维码扫描上
车。平台数据显示，截至8日17
时，预约乘坐11月9日市内航展

专线人数共15850人，并处于迅速
增长状态。

为了保障观展者快速抵达，市
内10条航展专线早班车发车时间
比原定提早，具体发车时间为：去程
6:30- 12:00，返 程 13:00- 19:
00。高峰期最快3分钟可发一班。
10条专线乘车点分别是香洲公交
总站、体育中心东门、九洲城、九洲

港、城轨珠海站、前山公交枢纽站、
华发商都、斗门汽车客运站、珠海国
际赛车场、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
岸。航展专线仅限持有航展门票
的观展人士乘坐。

其它公共交通观展方式

除了航展专线外，还有以下方
式可抵达航展馆。

1.旅游大巴可以直达航展馆，
且可以行驶沿途的航展公交专用
车道。如果是通过旅行社购票的
观众，请尽量选择乘坐旅游大巴。

2.珠海市出租小汽车均可抵
达航展馆，如有需要，可提前联系
出租车公司预约。

3.珠海市内星程碧海酒店、度
假村酒店、北京酒店和横琴湾酒店
已开通往返酒店与航展馆的酒店
专线，酒店住客可选择乘坐。

此外，公交线路207、504等线
路正常运行，但取消“航展馆”等站
点，乘客可前往“珠海机场公交站”
搭乘，14:00-18:00单向增开“珠
海机场到湖心路口”临时专线。

市交通运输局提醒，市民如
有乘车疑问，可拨打交通服务热
线12328咨询。如果需要寻找附
近乘车点，可安装“珠海交通”手
机客户端或关注“珠海交通”微信
号。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
道：两年一届的蓝天盛会是
航空航天迷狂欢的节日。
昨日，记者在航展现场走访
发现，大批航空航天迷在展
馆内狂热地寻找、交换有纪
念意义或做工精美的徽章，
让一枚小小的徽章承载本
届航展的回忆和广阔无限
的蓝天梦想。

爱好者忙着四处找“章”

每一届航展，各大参展
商除了带来实物展品，还会
带来一些纪念品、宣传品，
用于与潜在客户、专业观众
的交流互动。徽章就是其
中一种纪念品。随着航展
举办次数的增加，越来越多
人加入到寻找、交换徽章的
队伍中来。

昨日下午，记者在巡场
时发现，1号馆、2号馆、3号
馆可谓徽章的“交易大厅”，
只要是几个人围成一团大多
是在交换徽章；还有不少游
客奔走于各个展台，向工作
人员询问有没有徽章派发。
记者现场了解到，很多参展
单位准备的徽章在开展头两
日已派发完毕。

参展商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的李先生说，他参
加过两届中国航展，收集到

数十枚各式各样的徽章，仅
本届就收集了十余枚。“一
些自己不喜欢的都拿来交
换了，剩下的都是‘精品’，
像‘歼-20’徽章是我最喜
欢的。”

飞机造型徽章最受追捧

昨日下午，中国民航飞
行校验中心展台前，一位航
空航天迷的一枚金色的
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徽章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
最后展台工作人员用4枚
徽章作为交换，才成功将那
枚AG600徽章收入囊中。
展台工作人员表示，“我们
已收集了其它几枚不同颜
色的AG600徽章，独缺这
一枚。本届航展结束后，我
们会将收集到的徽章精品
成套成系列地摆放在陈列
室，供爱好者观赏。”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
各式各样的徽章当中，各式
飞机徽章最受航空航天迷的
追捧，如歼-20系列、运-20
系列、AG600系列、北航无
人机系列。“飞机徽章受到爱
好者追捧，不仅因为其造型
好看，背后更与我国航空航
天事业迅猛发展给国人带来
的自豪感有关。”一位来自四
川的航空航天迷说。

航展现场航空航天迷热衷徽章寻宝

各类飞机徽章受追捧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
丹梅报道：对于观展群众而
言，看航展时，顺带买一张
航展邮票、带一套航展邮品
或集航展纪念邮戳等，已成
为许多观众逛展的必备动
作之一。

8日上午11时许，飞行
表演精彩上演的同时，位于
2号馆户外区域附近的珠海
邮政邮品销售点热闹非凡，
现场展出的邮品类型颇为
丰富。记者在现场看到，本
届航展珠海邮政展出了中
国航展、港珠澳大桥和以

“阿珠”“阿海”动漫公仔为
代表的珠海文创产品三大
主题类别共30多款产品，涵
盖第十二届中国航展邮资
信封、航展明信片、《天宫筑
梦》邮折等价格亲民产品，
《中国梦 强军梦》邮册、《世
界五大航展》等五套国际珍
藏邮册的高性价比产品，以
及“阿珠”“阿海”公仔、“阿
珠”“阿海”公仔徽章套装等
富有珠海特色的产品。

据珠海邮政副总经理
伦跃辉介绍，航展邮品的价
格也照顾到了不同需求的
观众，其中，价格最低的为5
元一个的邮资信封，可以免
费盖上航展纪念邮戳；价格

最高的是一款名为《问鼎苍
穹》的珍藏版邮册，售价
3280元。

今年，珠海邮政共设置
了6个销售点，分别位于1
号馆、2号馆、5号馆、6号馆、
8号馆和9号馆附近，许多销
售点还有即时邮寄服务，能
为观展群众提供全方位的邮
品服务。“目前，一天的邮寄
量大概300个左右。”伦跃辉
表示。

除了颇具航展特色的
邮品，珠海邮政还运用特
有的邮戳文化、信函文化
和集邮文化，开发供应具
有珠海本地特色的文化创
意产品：“阿珠”“阿海”动
漫公仔。据悉，这是根据
珠海渔女的浪漫爱情传说
并结合时尚动漫元素开发
而出，分别对应传说中的
主人公“玉珠”和“海鹏”原
型，两位时尚、个性鲜明的
可爱城市动漫形象“阿珠”

“阿海”，合起来寓意“珠
海”，象征着珠海的浪漫、
热情和活力。

据悉，作为中国航展唯
一官方指定销售商，珠海邮
政从第一届中国航展开始，
每届都会发行邮品为航展
助兴。

30余款航展邮品走俏

一女士帽子上别满了收集的徽章。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观众购买航展邮品。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本报记者 高松 熊伟健

今天是第十二届中国航展首
个公众日，航展现场将迎来众多市
民游客。观展之余，如何解决餐饮
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8
日，记者走访了航展馆内的各个餐
饮场所，为大家送上一份详细的餐
饮攻略。

本届航展打破独家经营模式，
引进了许多知名餐饮服务机构。
据了解，本届航展共设5个餐区，
就餐区域位置都分布在各个出入
口处，十分方便。餐区提供包括自
助餐、中式快餐、西式快餐、冷链盒
饭等各类餐食。其中，肯德基、赛
百味、汉堡王、真功夫等连锁餐饮
品牌的套餐售价都非常经济，例如
20元一份的冬菇滑鸡饭、40元一
份的烤鸡腿堡（含饮料）套餐，中式
套餐也有广东人喜爱的烧鸭饭等
可选择，照顾到了不同口味的观

众。此外，在航展3号馆、7号馆外
及B、C餐厅还设置了青岛啤酒品
牌展示区供中外游客选择。

除了套餐外，观展游客还可
以选择A餐区的自助餐。据介
绍，自助餐服务由珠海长隆横琴
湾酒店提供，每天都有近50种菜
式可供选择，包含凉菜、现煮汤
面、中西风格菜式、餐后甜品等。
为了让外地观展者感受珠海美食
魅力，餐饮服务单位还准备了斗
门粉藕汤等本地特色菜。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餐饮服
务都支持支付宝、微信付款，方便
快捷。同时，现场餐厅的就餐环
境也十分不错，虽然珠海近日气
温偏高，但是帐篷搭建的餐厅内
部都配备了空调，凉风习习，十分
舒适。

在零售商品方面，现场设置
了无人值守便利店、人工售卖点
和自助贩卖机，饮料、雪糕、零

食，应有尽有。价格方面，一瓶
600 毫升的瓶装可乐只需 3 元，
十分实惠。

本届航展如此周到的餐饮服
务获得了参展客人们的频频点
赞。

记者体验航展餐饮服务 发现自助餐中西式快餐盒饭任选

可谓价格实惠口味多样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通讯员 杨小江

本届航展前三天已有10多万
辆外地观展车进入珠海，最高峰为
昨晚。由于大量观展车流路线与
我市东西部地区的上班路线重合，
警方预计，今天是航展首个公众
日，早高峰车流量会比平时增加2
倍左右。

航展公众日每天售出8万张
票，其中 90%的票是外地人购
买。不少游客为了错峰，提前进
入珠海，在航展前一天，我市进城
道路深夜就出现了高峰。进城最

高峰在昨晚到来，昨天从上冲、下
栅、西部沿海高速、江珠高速等13
个入口进出珠海的车流超过了20
万辆，比专业日前一天增长了
25%，主要是观展人员乘坐的车
辆。航展前三天总计有超过10万
辆外地观展车进入珠海。

受观展车流影响，今天早高
峰我市珠海大道等路段将面临
巨大交通压力，主要压力点集中
在九洲大道和珠海大道。今天
早高峰除了上班车流外，住在市
区宾馆又符合航展期间珠海大
桥单双号限行规定的游客，依然
有可能通过珠海大道一线进入

西区，然后换乘大巴观展；不符
合限行规定的车辆，也有可能选
择高速绕行到西区。如此，今天
早高峰，我市境内高速和珠海大
道面临较大交通压力；晚高峰
时，由于周五晚高峰较比一般晚
高峰车流更大，且与观展回程车
流重叠，同样面临很大压力。交
警提醒，市民有需要今天在早晚
高峰经过珠海大道的，最好选择
错峰绕行。

据悉，本届航展馆周边核心
区域进行交通管制。机场路只允
许公共交通工具、持证车辆通行，
并作为应急车道使用，禁止其他

社会车辆通行；金湾互通立交在
珠海大道东往西方向实施禁止右
转的交通管制；湖心路实施北往
南禁止直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航
展期间，每天早上6时交警就会
对金湾立交实施管制，必须经过
管制区域的司机要在每天上午6
时前、每晚8时后通行。持证车
辆须在早上 8 时前通过金湾立
交。

警方提醒，本届航展实行集约
观展，不允许小车进入展区。市民
观展可乘坐专线大巴抵达航展馆，
可通过“珠海交警”微信航展小助
手，提前预约车次和座位。

航展前三天总计超过10万辆外地观展车进入珠海

警方预计今天早高峰车流量增加2倍

观众在便民饮水点取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珠海公交集团新引进18米长新车投入航展运输保障中。本报记者 宁睿 实习生李昌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