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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区天气相对平稳，只

是下了几阵毛毛雨，但下午花都、

从化、增城、黄埔北部、白云区出

现了中到大雨，局部伴有雷电。预

计，今日又有一次大雨降水过程，

17日降雨暂歇，转为多云天气。

气象部门预测， 受冷空气和

切变线影响，15日夜间到16日，广

东仍有明显降水， 雷雨时局部伴

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17

日降水减弱；18~19日广东降水明

显加强。具体预报如下：15日夜间

到16日，粤西、珠江三角洲的部分

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其余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雷雨

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

冰雹；17日， 全省多云到阴天，部

分市县有

（雷）

阵雨，大部分市县

早晚有

（轻 ）

雾；18日，珠江三角

洲、阳江、韶关、清远市有大雨到

暴雨， 局部大暴雨， 雷州半岛多

云，有阵雨，其余市县中雨局部大

雨。

广州今日阴天，有大雨，气温

介于20℃至24℃之间， 吹轻微的

偏东风；明日阵雨转多云，气温介

于20℃至27℃之间， 吹轻微的偏

东风；18日，多云转中雷雨，气温

介于22℃至26℃之间。

黄熙灯

有嘢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广州亚洲美

食节吹风会上获悉， 今年 5 月，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在北京举

行,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重

要内容， 广州将与四川成都、浙

江杭州共同承办亚洲美食节。 广

州亚洲美食节将于 5 月 16 日至

23 日举行。

活动期间，广州将在海心沙

举办多场“我们的亚洲·我们的

城”亚洲美食节文化文艺展演活

动，面向国际来宾、游客和广大

市民，每晚呈现一场独具亚洲文

化特色的文艺展演， 让与会嘉

宾、境内外游客充分领略亚洲多

元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广州开

放和包容的城市文化情怀，感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

吹风会上，广州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朱小

燚

介绍，本次广州亚

洲美食节期间将举办包括开闭

幕式、全体大会、多个美食分论

坛在内的 40 多场主题活动。 其

中，广州将邀请文化界、美食界、

媒体界等领域知名人士担任美

食体验师，深度领略广州美食风

情，绘制“花城美食”地图，并向

全球推出“花城美食”旅游线路；

同时，亚洲美食节期间还将组织

与会嘉宾参观“精品珠江·亚洲

美食文化长廊”等广州特色文化

地标，让境内外嘉宾深切感受融

历史传统与现代时尚为一体的

“云山珠水·吉祥花

城”的独特魅力。

广州亚洲美食节下月举行

开阳高速恩平段今日封闭9小时

晨早

一叮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的通告中获悉，4 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据 2018 年国家和省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 省市场监管局组织

抽检水果制品、糕点、酒类、餐饮食

品等 4 类食品、184 批次样品。其中，

不合格样品 4 批次： 广东美佳乐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广达分公司销售的

标称广东佳客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木瓜片，甜蜜素

（以环己基氨基磺

酸计）

不符合国家标准。 四会市国润

日用品商行销售的标称东莞市旺派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绿豆饼， 其防

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

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国家标

准。 四会市万乐福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销售的标称海丰县厚桦食品厂生

产的遮浪马仔糕点，过氧化值

（以脂

肪计）

不符合国家标准。 深圳市湖尔

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采购的标称重

庆市涪陵区裕益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财记香辣榨菜丝， 二氧化硫残留

量不符合国家标准。

成小珍 赖新旖

4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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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记者从广州公交集团二

汽花都恒通公司获悉，广州市站至珠

宝小镇旅游专线将于本周末开通。该

路线行程1个小时，成人票价为14元。

记者了解到，有“广州特色旅游

小镇”之称的花都珠宝小镇，是国家

AAAA级景区，在2019年被评为广东

省“十佳”科普教育基地。 以往，市民

们若从市区出发前往珠宝小镇，只能

通过自驾或地铁公交换乘前往，其中

地铁公交换乘全程近120分钟。

崔小远 王俊源

去珠宝小镇旅游专线上线

�广东开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昨日发布消息， 因改扩建工程施

工需要， 开阳高速

（

G15

沈海高

速公路 ）

恩平段今日将双向全封

闭 9 小时， 即从 4 月 16 日早上 6

点到下午 3 点， 过往车辆需注意绕

行。

据了解， 根据开阳高速公路改

扩建工程施工进度安排， 今日将对

开阳高速恩平段三座天桥进行拆

除。 为保障行车安全， 施工期间将

对开阳高速沙湖至大槐段 （K3194+

775 至 K3230+075） 实施双向全封

闭交通管制。 本次管制时间为 9 小

时， 届时将在沙湖站主线对往湛江

方向车流、 在大槐站主线对往广州

方向车流分别实施封闭分流措施，

沙湖站、 圣堂站、 恩城站入口封

闭， 大槐站只允许往湛江方向车辆

进入高速公路。 根据沙湖、 大槐分

流点分流情况， 将分阶段在塘口

站、 那龙站主线实施二级分流管控

措施。

成小珍 赖新旖 沈高 余丹娜

线路信息

上行

上车点：

广州市汽车客运站

下车点：

雅宝新城、珠宝小镇。

下行

上车点：

珠宝小镇

下车点：

广州市汽车客运站

单程票价：

成人票价14元，12岁

以下儿童票价8元，1岁以下免票。

关注“花都客运站” 公众号，在

“如约出行”菜单“如约花都”购票。

15日开始， 白云机场周

边新增设的26个违章拍摄摄

像头将在机场高速白云机场

段、 空港一路至七路等路段

正式启用。 作为一名在周边

航司上班的驾驶员， 我将坚

决遵守交通规则， 也同时提

醒周边的上班族和过路司机

要谨遵法规、按章行驶。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影报道

———中国南方航空乘务员付亿豪

打造“精品珠江·

亚洲美食文化长廊”

打造亚洲美食精品

长廊， 从白鹅潭至南海

神庙的珠江沿岸地区，

宣传推介美食产业，打

造亚洲美食精品；

打造亚洲美食主题灯光秀，以海心沙为

中心，打造融合亚洲各国美食文化元素的珠

江沿岸楼宇、桥体灯光秀；

推出水上流动的亚洲美食餐厅，充分利

用珠江夜游船只， 设置亚洲美食节主题游

船，开设亚洲风情美食水上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