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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昨日通

报： 14 日上午， 广州警方组织召开了

2019 年龙舟活动安保工作动员会， 全面

动员部署广州地区端午节期间龙舟活动

的安全保卫工作。 端午节划龙舟是我国

传统节日中一项群体性民间活动， 为确

保今年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目前广

州警方已全面启动端午龙舟活动安全保

卫工作。

会议通报了今年广州市端午龙舟活

动摸查情况，预计将有 2200 艘次龙舟在

全市 9 个区 130 多个景点举行活动，其

中竞赛景点 4 个。 今年广州市龙舟活动

最早开锣的竞赛景点是 6 月 2 日天河车

陂景点，6 月 17 日收锣

（在增城西洲村景

点）

，前后历时将近 20 天。 其间，广州警

方将协调近 1 万名安保力量投入到龙舟

安全保卫工作中， 广州水警将派出 400

多艘次的执勤警力和船艇协助各区做好

安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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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遇上高考，警方有重要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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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5 月 26 日，广东省微生物

研究所真菌标本馆将免费对外开放。 想知

道“荔枝菌”的奥秘的街坊，快来预约。

广东省微生物真菌标本馆保藏真菌标

本 7 万多号，种类达 2000 多种。 展示厅陈

列了上百种常见或珍稀的食药用菌， 包括

广东省毒蘑菇头号杀手“致命白毒伞”等特

色标本。 本次开放活动的主题为“荔枝菌”

的奥秘，针对近年频发的因误食“荔枝菌”

而中毒的现象，开展“荔枝菌”主题活动，向

市民普及野生食用菌和毒蘑菇的相关知

识。 开放活动接受个人预约、团体预约，其

中团体预约要求 20 人/团。

成小珍

想知道“荔枝菌”的奥秘？ 快来预约

未来两天，

多云到阴天，有

雷阵雨。 热雷雨

渐趋频繁， 外出

前将阳台杂物收

回屋内， 关好门

窗，带好雨具，警

惕雷雨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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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这些提醒请谨记

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26～32℃

今日天气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6～32℃

吹轻微的偏南风

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

紫外线指数：很强

防护措施： 尽可能不在室

外活动， 必须外出时要采

取各种有效的防护措施

昨日下午， 广州市区突然

变黑， 下起大雨， 唱持续时间

短，但来势迅猛，好在很快雨过

天晴。 未来几天的天气模式大

致如此。 预计，16-18 日，广州

以多云为主，天气炎热，中午前

后易出现雷雨， 局地雨势较大

并有 6-8 级短时大风。

气象部门预测，16 日，粤北

和粤西有分散雷阵雨， 局部大

雨到暴雨和 8 级左右雷雨大

风，其余地区晴到多云，局部有

雷阵雨；17-18 日，韶关、清远、

珠江三角洲有中雷雨局部暴雨

和 8 级左右雷雨大风， 粤西有

分散雷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局

部有雷阵雨。

广州今日多云到阴天，有

雷阵雨，气温介于 26℃至 32℃

之间，吹轻微的偏南风；明日多

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于

26℃至 32℃之间， 吹轻微的偏

南风；18 日，多云到阴天，有雷

阵雨，气温介于 26℃至 31℃之

间。

黄熙灯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

讲话精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若干措

施》

（以下简称《活力措施》）

，提出 7 大体

系、40 项工作举措。

在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准入体系

方面，《活力措施》提出，要全面推行“一

网通办、并行办理”模式，开办企业商事

登记时限巩固在 1 个工作日内，2019 年

内将全市开办企业时间压减至 2.5 天以

内，2020 年整体压减至 2 个工作日内。

在实现企业类型智能无人“秒批” 基础

上，2019 年 6 月在全市推广个体工商户

“微信办照”， 年底前在全市推行个体工

商户登记智能无人“秒批”。 另外，今年

内， 在全市范围复制推广南沙企业简易

注销试点改革经验， 探索将注销公告时

间由 45 天压减至 20 天，在材料齐全、程

序合法的情况下即来即办。

成小珍 穗市监

个体工商户下月可“微信办照”

活动时间：

5 月 18 日~5 月 26 日， 上午 09:00~

12:00；下午 14:30~17:30

预约方式：

联系人： 肖小姐； 联系电话：020-

87137621；微信：13751746390

5 月 18 日，2019 年广州创新

科普嘉年华专题活动之“都市菜

园讲堂” 将在广州图书馆负一层

报告厅 2 号厅举行， 科技大咖将

教各位街坊如何在阳台打造美美

都市菜园。

讲堂主讲人为广州市农业科

学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谭耀文，

他将从蔬菜分类、 种类以及蔬菜

生长要素等， 普及都市菜园基本

常识； 讲授如何根据不同的场所

进行都市菜园的设计与建造、都

市菜园种植品种的安排； 根据都

市菜园特色， 推荐“四季特色菜

单”，教街坊们打造“自家菜园”，

让公众在享受阳台菜园绿色生活

的同时享受鲜蔬美食。 届时还有

现场互动环节， 为参与的市民赠

送《家有润田》一书、赠送蔬菜盆

栽等。

成小珍

广图周六有“都市菜园讲堂”

今年端午节和高考时间叠加，广州警方提醒参与活动的运动员和市

民要注意以下事项。 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群众要谨记安全，文明观看

龙舟赛事，严格遵守活动现场安全管控规定，自觉服从安保人员管理。

●

参与活动期间， 一律不得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燃放烟

花、爆竹；

●

观看龙舟活动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确保交通通畅；

●

在龙舟上人员一律要穿着救生衣；

●

严禁

16

岁以下青少年、 有疾病隐患以及不会游泳的人员参与划

龙舟；

●

严禁在水闸口、主航道，以及划定的危险水域上划龙舟；

●

严禁运动员酒后划龙舟；不得使用不当方式夺标和以竞猜夺

标队等方式进行赌博；

●

现场将对无人机等“低慢小”飞行物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