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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昨日记者获悉， 市民政局在

全省率先将“广州市救助保护流浪少

年儿童中心” 更名为“广州市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中心”， 并调整拓展相应职

能， 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困境儿童

纳入救助保护工作范畴， 指导协调全

市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

将面向全市的困境未成年人直

接提供服务

昨日， 广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正式揭牌， 更名后主要任务调整

为七大项： 依法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

着未成年人实行救助保护， 承担临时

监护责任

（番禺区 、 花都区 、 从化区

和增城区除外）

； 指导协调区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部门做好区内困境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工作； 协助指导全市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

负责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

童保障政策宣传， 开展儿童督导员、

儿童主任培训； 指导协调各类社会组

织参与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

协助公安机关打击拐卖未成年人等犯

罪行为； 协助司法部门依法为流浪未

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或司法救助。

据了解， 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将统筹开展政策宣传指导、 强制报

告、 应急处置、 评估转介、 监护干预

等困境儿童保障服务工作， 作为广州

唯一的市级困境儿童保障综合服务平

台， 在保障我市困境儿童合法权益问

题上发挥无法替代的作用。

据悉， 市民政局正筹备成立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专家委员会， 聘请法律、

教育、 医疗康复、 儿童心理、 社会工

作等多个领域的专家， 建设一支全国

一流的高水平、 高权威的儿童工作专

家团队， 强化会商评估机制， 提高困

境儿童保障措施的精准化程度， 提升

对困境儿童个案进行快速应急处理的

专业化水平。

两类儿童机构职责明晰

据了解， 近年来， 广州市不断健

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体系， 明确了两类儿童工作

机构即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

机构的工作职责。 下一步， 各区将成

立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或依托合适的实

体机构履行辖区困境儿童工作职责，

包括负责强化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和困境儿童保障政策宣传、 指导镇

（街）

和村

（居）

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等。

此外， 各儿童福利机构主要承担

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的养育

及监护责任， 其中包括弃婴弃童、 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 人民法院指定

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以及受

委托养育的孤儿。

目前广州镇

（街）

、 村

（居）

都配

齐了专

（兼 ）

职“儿童督导员” 和

“儿童主任”， 实现全覆盖， 畅通儿童

福利递送体系“最后一公里”。

广州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将成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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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关于2018年广东的天气气候事件，你第一个想

到的是什么？超强台风“山竹”？高考遇上大暴雨？即日起，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登

录广东省气象局微信公众号去投票，选出“2018十大天气事件”，还有

机会赢取奖品，投票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14日。

2018重大天气气候事件

2018年1月6日~10日，全省遭遇大

范围冬季暴雨和寒潮天气，粤北、珠三

角和粤东市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全省平均过程降雨量96.2毫米，韶

关南雄江头镇录得最大过程降雨量

218.3毫米；粤北和山区市县出现了大

范围低温雨雪冰

（霜）

冻天气。 冬季暴

雨利于冬春水库蓄水， 一定程度减轻

可能出现冬春连旱隐患。

2018年2月15日~26日， 琼州海峡

出现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大雾天气，时

逢春运， 导致大量旅客和车辆严重滞

留。

2018年5月7日全省范围对流性强

降水，多地出现旱涝急转，宣告广东全

面入汛，较常年偏晚31天。 入汛前，全

省降水偏少。

2018年5月全省平均气温27.6℃，

为历史最高值，有48个县

（市、区）

最高

气温破当地历史同期纪录；5月全省平

均高温日数7.8天，破历史纪录，有71个

县

（市、区）

高温日数破当地历史纪录。

台风“艾云尼”是今年第一个登

陆广东的台风， 造成全省连续5天出

现大范围暴雨，是1980年以来登陆广

东造成暴雨范围最广、 雨量最大、持

续时间最长的热带风暴。“艾云尼”适

逢高考，是《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 实施以来首个影响高考的台风，

全省各级各部门把保障高考安全顺

利作为重中之重，确保了台风、暴雨

高级别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停课不停

考”有序进行。

2018年8月27日~9月1日， 受季风

低压影响，广东省出现了强降水过程，

珠三角、 粤东地区出现持续性特大暴

雨。8月27日20时~9月1日20时，惠东县

高潭镇录得累积雨量1394.6毫米，刷

新了广东省过程雨量极值；24小时降

雨量1056.7毫米

（

30

日

05

时

~31

日

05

时）

， 刷新了广东省24小时降雨量极

值， 也创下中国大陆非台风降水24小

时实测降雨量极值。

强台风“山竹”于2018年9月16日

下午登陆江门台山市， 广东持续出现

10～13级大风，珠三角沿海12级以上大

风持续时间超过16小时，“山竹” 成为

名副其实的“风王”。 广东首次将台风

预警同时覆盖全省所有市县。

2018年10月1日~7日，全省所有市

县累积降水均为0，为有气象纪录以来

全省首个“滴雨未下”的国庆黄金周。

2018年10月17日重阳节，粤西、珠

江三角洲和粤东大部出现了中到大

雨，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徐闻

县前山镇录得111毫米的全省最大雨

量， 全省平均气温20.4℃， 平均雨量

18.8毫米，日照时数少、湿度高，造就

近35年来最凉爽、 雨水最多的一个重

阳节。

2018年12月9日，广州马拉松赛

在寒风细雨中鸣枪开跑， 当天最低

气温8℃、最高气温13℃，被称为“史

上最冻”广马。

2018年12月22日，时节冬至，全

省平均气温21.2℃，为有气象记录以

来冬至当日全省最高平均气温，全

省有37个县

（市 、区 ）

平均气温破当

地历史纪录； 梅州大埔录得全省当

日最高气温29.8℃，逼近全省冬至日

历史最高气温29.9℃

（

2016

年茂名高

州录得 ）

，全省有17个县

（市 、区 ）

最

高气温破当地历史同期纪录。

2018年灰霾日数和PM2.5浓度

与2017年基本持平，保持历史低位，

维持较好的空气质量水平。

近10年来，广州有5年在5月7日

出现暴雨天气。 2018年，“5·7”暴雨

如约而至，广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

增城、黄埔年内首发暴雨红色预警。

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2

日，寒潮持续影响广东，全省大部地

区气温急剧下降， 粤北高寒山区出

现了冰冻、雪或雨夹雪，韶关乳源大

桥镇录得全省最低气温-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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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雾锁琼州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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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入汛较常年偏晚31天

04

“最热”5月

05

高考首遇台风

2018年6月8日14时许， 佛山市南

海区大沥镇出现龙卷， 损毁了大约

2000平方米铁皮顶； 佛山市龙卷风研

究中心提前1小时成功发布龙卷预警，

实现了国内首次成功的龙卷预警。

06

佛山发出国内首个龙卷预警

第16号台风“贝碧嘉”路径“曲折

多变”，近海回旋超过2圈；持续长达8

天，远超南海台风生命史；先后三次

分别在海南琼海、广东阳江、湛江登

陆，给粤西和珠江三角洲市县带来暴

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信宜

多个乡镇出现了历史极值的强降水。

07

台风“贝碧嘉”流连粤西

2018年8月11~12日，珠海市出现

了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的极端强降水过程，珠海市金湾区三

灶镇录得最大过程雨量677.3毫米，11

日08时~12日08时最大日雨量461.5毫

米，8月11日16时录得最大小时雨量

112.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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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珠海极端强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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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暴雨刷新实测降水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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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齐心防御“山竹”

11

广东国庆黄金周“滴雨未下”

12

迎来35年来最凉爽重阳节

13

“最冻”广马开跑

14

“最暖”冬至日

15

灰霾日数保持历史低位

16

广州“5·7”暴雨

17

跨年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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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暴雨利于冬春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