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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线

路

时间：

4月19日到“五一”小长假之

前周一至周四

线路：

佛山西至湛江西D7451次、

D7453次， 湛江西至佛山西D7488次、

D7492次，湛江西至广州南D7496次，茂

名至广州南D7548次；周五2趟（D7453、

D7550）、 周 六 4 趟（D7488、D7492、

D7496、D7545）、 周 日 2 趟（D7451、

D7453）

浮动票价：

时间：

4月30日至5月2日

线路：

湛江西至广州南D7452次

浮动票价

：

线路：

湛江西至广州南D7458次

浮动票价

：

时间：

4月19日至5月5日期间周一

至周四

线 路 ：

东 环 线 D7306、D7308、

D7301、D7302、D7324、D7328、D7310、

D7307、D7304、D7309、D7325、D7305、

D7303、D7369次14趟； 西环线D7201、

D7205、D7203、D7206次4趟； 环岛线

D7120、D7118、D7163、D7167、D7112、

D7152、D7160、D7158、D7104次9趟

浮动票价：

时间：

5月6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

至周四

线 路 ：

东 环 线 D7308、D7355、

D7306、D7312、D7320、D7360、D7358、

D7301、D7302、D7322次等30趟；西环线

D7201、D7202、D7203、D7204、D7205、

D7206次6趟； 环岛线D7210、D7212、

D7102、D7104、D7110、D7112、D7114、

D7116、D7118、D7152、D7160、D7163、

D7167、D7158次14趟

浮动票价：

江湛铁路

6.5

折

6.5

折

7.5

折

海南环岛高铁

一等座

9

折

一等座

8

折

21～25℃

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2～25℃

吹和缓的偏南风

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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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日开始， 新的一轮降雨

将拉开序幕，至于谢幕时间，目前

看来，未来 7 天还看不到。 预计，

18~19 日， 受强盛的西南气流影

响， 广州市将有一次暴雨局部大

暴雨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电和 8 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在 18 日夜间

至 19 日白天；20 日以后降水有所

减弱，以中雷雨为主。

气象部门预测，18 日起广东

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暴雨局部特

大暴雨过程、 雷雨时伴有 8 级以

上短时大风和冰雹。 其中，18 日，

珠江三角洲西部、韶关、清远、茂

名、 阳江和云浮市多云转大雨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19 日，珠江三

角洲、粤北、粤东的部分市县有暴

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20

日~21 日，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局

部暴雨。 气象部门提醒，需特别注

意防御强降水、 强对流引发的灾

害。

广州今日多云转大雨， 气温

介于 21℃至 25℃之间，吹轻微的

偏东风；明日阴天，有暴雨局部大

暴雨， 气温介于 22℃至 25℃之

间，吹轻微的偏东风；20 日，阴天，

有中雨，气温介于 23℃至 26℃之

间。

黄熙灯

有嘢到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广

铁 ”）

获悉，为进一步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 19

日起对部分线路动车组实行

浮动票价， 最高打折幅度达

6.5 折。 据了解，此次实施票

价优惠折扣的线路主要为海

南环岛高铁及江湛铁路。

具体折扣车次、 优惠幅

度等信息， 旅客可留意相关

车站公告， 或拨打 12306 详

询。 今年“五一”假期“扩容”

为 4 天，假期适逢春夏相交、

气候宜人， 许多旅客选择旅

游休闲、探亲访友。为进一步

满足“五一” 小长假出行需

求， 铁路部门实行灵活多样

的票价策略， 最大限度为旅

客假日出行提供更多便利与

选择。

陈子垤 吴天龙 徐婧

部分动车组明起实行浮动票价

昨日， 记者从广州公交集团获

悉，广州南站在五一假期来临之际推

出多项新举措。 广州南站旅游集散中

心与珠海口岸巴士公司合作拟于 5

月开通港珠澳大桥旅游专线，通过旅

游大巴和商务出租车相结合，内地车

辆与港澳车辆无缝衔接的全方位运

输模式，供旅客自行选择从广州南站

直达港澳市中心的便捷出行方式。 旅

客可从该站旅游集散中心搭乘旅游

专线大巴或商务出租车直达港珠澳

大桥旅游集散中心，到达后由专人引

导快速通关并可登上直通香港、澳门

的市中心定制站点， 换乘手续简便，

大大缩短从广州到港澳的行程时间，

同时可参观体验直通港珠澳大桥这

一世纪工程， 切实提高旅客出行体

验。

欧嘉福 公交宣

港珠澳大桥旅游专线下月开通

运营中心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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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20-84212025

、

84210134

分类：

020-84209534 责编：温金良 美编：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退休老师也能继续发光发热！ 从

2019 年起，广东省将通过实施银龄讲

学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符合

条件的优秀退休教师、校长、教研员

等到农村学校讲学，缓解农村学校优

秀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矛

盾，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银

龄教师工作经费标准为 2 万元/学年·

人， 其中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的 71 个

县

（ 市、区）

，由省财政负担；其他地区

由市、县自行负担。

据了解，银龄讲学计划招募对象

为广东省退休的优秀中小学教师

（ 校

长、教研员）

，其中应募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身体健康；具有中小学中级

及以上职称， 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

原单位返聘退休教师工作不列入银

龄讲学计划。

银龄教师应在乡镇学校驻点，根

据自身专业特长，开展以课堂教学为

主的讲学活动， 承担相关教学任务。

也可通过开展听课评课、 开设公开

课、研讨课或专题讲座、跟岗指导等

方式，对所在乡镇的学校教学、管理

和教师培训等工作进行跟踪指导，同

时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带动提升

所在县农村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水

平和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银龄教师讲

学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年，鼓

励考核合格的银龄教师连续讲学，但

一般不超过 3 学年。 记者还了解到，

银龄教师服务期间人事关系、现享受

的退休待遇不变。 按月发放工作经

费。 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银龄老师发

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补助及购买意

外保险费等补助。

孙小鹏 粤教宣

退休老师到农村学校讲学可获工作经费

本周六和周日

前往各祭扫场所的

市民仍会比较多，建

议市民错峰出行，绿

色祭扫。 凡是错开

本周六和周日前往

银河地区（市银河公

墓、市火葬场）拜祭

的市民，将可获免费

鲜花和饮用水。

晨早

一叮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银 河 园 党 员 义

工服务队成员荣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