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前一盯

2019.4.30��星期二

INFORMATION TIMES

A04

观

天气

“五一”假期天气

以多云为主

虚假新闻举报电话：

020-34323172

信息时报

官方微信二维码

请扫描关注

订阅号

“4月1日至28日，全市平均累

计雨量463.6毫米， 较常年偏多

137%， 创历史同期新高。 ”4月以

来，雨水下得够多了吧？ 然而，雨

水还没打算停下来！ 预计，30日受

冷空气影响， 广州市自北向南又

将迎来新一轮大到暴雨降水过

程，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

短时大风和强雷电， 强降水时段

在30日中午至傍晚；5月1日白天

起大部地区转多云， 可见阳光；

“五一”假期天气平稳，多云为主。

30日，粤北、珠江三角洲中北

部市县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

粤西、 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多云

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雷雨

时伴有8级～10级短时大风和局地

冰雹；5月1日，南部市县中到大雨

转多云，其余市县多云间晴；5月2

日，全省大部多云间晴，雷州半岛

多云有雷阵雨。

广州今日阴天，有大到暴雨，

22℃至26℃； 明日大雨转多云，

21℃至27℃；5月2日，多云，21℃至

28℃；5月3日，多云，23℃至29℃；5

月4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3℃

至29℃。

黄熙灯

有嘢到

金沙洲大桥明起进行夜间维修

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今年

宝瓶座流星群在4月19日至5月28日

穿越地球的轨道，宝瓶座流星雨极盛

期将出现在5月6日20时前后。 因此，

今年宝瓶座流星雨可以连续观察两

天

（

6

日至

7

日）

。

广东地区最佳观测宝瓶座流星

雨的时间是5月6日凌晨2时至天亮前

和5月7日凌晨2时至天亮前。 今年宝

瓶座流星雨的观测条件颇佳，凌晨没

有月光影响。

据了解，宝瓶座流星雨的母体是

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宝瓶座流星雨

极盛期前后，每小时可以目睹到流星

50颗左右。

黄熙灯 李建基

5月6日可观测宝瓶座流星雨

运营中心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3

楼（

510310

） 电话：

020-84212025

、

84210134

分类：

020-84209534 责编：李俊杰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中心区交通

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自5月1日

起， 将对金沙洲大桥旧桥

（东往西方

向）

进行全桥沥青铣刨翻新及伸缩缝

维修施工， 施工时间为每日夜间22时

至次日早上7时，工期约为1个月。

施工期间， 金沙洲大桥旧桥半幅

施工，半幅通行。其中松南路上下金沙

洲大桥的两条单车道匝道预计将用6

个晚上临时全封闭施工， 届时松南路

上金沙洲大桥的车辆需绕道临近的内

环路入口上金沙洲大桥， 金沙洲大桥

下松南路的车辆需绕行内环路临近出

口后再绕行回松南路。

欧嘉福 刘俊 林贤青 许先发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获悉，因开阳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施工需要，开阳高速公路

（

G15

沈海高

速公路）

往湛江方向大槐服务区即日起

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期 30

天， 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 24:00 止。 同

期，往广州方向大槐服务区正常营业。

交通管制期间， 需要停车休息、加

油的司乘人员，需绕行至其他服务区或

沿线收费站出口。 据介绍，往湛江方向

车辆可提前选择梁金山服务区休息、加

油、就餐，也可以经过大槐服务区继续

前行 34 公里， 到阳江服务区加油、休

息，或就近从大槐站、那龙站下高速。

成小珍 赖新旖 沈高 余丹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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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广州预计有大

雨到暴雨的降雨过程，中

午到傍晚期间是降雨最强

烈时段， 开启五一小长假

提前出游的市民们就要计

划好时间避免耽误行程。

不过好消息就是， 五一期

间广州地区雨水也休假，

广州市民预计会享受天气

相对晴朗的假期。

———广州市气象局首席预报

员李怀宇

认证方式

年迈老人可预约上门服务

22～26℃

今日天气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1～27℃

吹轻微的偏南风

大雨转多云

紫外线指数：中等

防护措施：戴好遮阳帽等，

涂擦防晒霜

阴天，有大到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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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高速大槐服务区暂封闭

以往养老金领取认证资格证

总是集中在6月前的一小段时间

内，今后将可全年办理了。 昨日，记

者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关于开

展2019年广州市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的通知》已经

发布，明确全年均可办理养老金领

取资格认证， 认证有效期为12个

月。

根据 《通知》， 在广州市领取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城

乡居民

（含农转居 ）

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 需要进行

资格认证。 值得注意的是， 资格

认证全年可办， 不再要求在4~6月

期间办理。 但认证有效期为12个

月， 允许认证有效期内多次认证。

也就是说， 若去年是在5月份办理

了认证， 那么最晚需要在今年5月

（含）

办理认证。 本市户籍离退休

人员无须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

或者退休人员管理机构办理领取

资格认证。

如今老年人口流动也变得频

繁，一些老人或跟随子女到外地生

活，并转移户籍。 对此，广州市社保

基金管理中心提醒，社保经办机构

在开展资格认证工作同步开展本

市户籍核对工作，退休人员在领取

待遇期间如本市户籍注销

（含迁

出 ）

的应主动申报变更，并申报长

期生活居住地， 登记邮寄联系地

址。

广州市将向可以使用书面认

证方式的离退休人员邮寄信函，内

含本通知、《资格认证协办函》及

《广州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

格认证表》。 如未通过其他方式完

成年度资格认证，则可通过邮寄或

委托的方式将《广州市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表》送达所属

区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年度资格

认证。

按照通知规定，按月领取社会

保险待遇的人员死亡当月内，单位

或其直系亲属

（法定继承人 ）

应及

时申领社保死亡待遇。 如逾期未办

的， 死亡后所多发待遇须足额收

回。 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提醒，已

设立举报奖励，如发现他人冒领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一经查实，可

给予举报人奖励。 举报咨询电话：

12345。

黄艳

养老金资格认证全年可办

非本市户籍离退休人员：可以通过“粤

省事”微信小程序、“广东人社”APP、“广东

社保”APP等方式进行远程认证；也可以由离

退休人员填写《广州市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

取资格认证表》，携带《资格认证协办函》到

居住地社保经办机构协助认证后，邮寄或者

委托的方式送达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受

托人需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行核验。 每

12个月至少有一次年度资格认证。

本人办理认证

所有离退休人员本人可以持有效身份

证件或者社会保障卡， 自愿到本市各社保

经办机构、 邮储银行服务网点办理年度资

格认证。

单位办理认证

单位办理退休人员年度资格认证，提

供单位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单位认证人

员名单以及认证人员的户口簿， 到所属社

保经办机构办理资格认证。

预约上门服务认证

年迈老人或行动不便的待遇领取人

员，可以向各区社保经办机构、退休人员管

理机构预约上门服务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