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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广州市中心城区高峰时

段交通压力， 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根据 《广州市停车场条例》 的规

定， 市交通运输部门将于今日起在

先烈中路、 水荫路等 16 条暂停收

费的城市道路临时泊位， 试点设置

准停时段。

这些试点路段内暂停收费临时

泊位的准停时段为每日 9:30~次日

7:30，在此时段外

（即

7:30 ~9:30

）

停放车辆的，公安交警部门将依

法处罚。

5 月 22 日至 6 月 4 日为宣

传过渡期，6 月 5 日至 7 日为执

法教育期，执法教育期将以教育

劝离车辆为主。6 月 8 日起，公安交

警部门将正式依法对准停时段外停

放的车辆进行处罚。

罗阳辉 刘俊 通讯员 交宣 交通宣

今起，城区16条路设准停时段

昨日是“小满”，广东同时

进入“龙舟水”时期。 俗话说“小

满大满江河满”， 小满期间，广

东常年的平均累计雨量为148.5

毫米，紧随其后的“芒种”节气，

累计雨量可达169毫米，两个节

气的总雨量占到了前汛期总雨

量的42.8%，是华南前汛期降水

的鼎盛时期。 在过去20年里，龙

舟水在广州的出勤率为70%。

气象部门预测，今日，粤西

和珠江口西侧市县有中雨，局

部大雨或暴雨， 粤北市县有

（雷 ）

阵雨，局部大雨；23日，粤

西和珠江三角洲市县有中雨，

局部大雨或暴雨， 其余市县多

云有

（雷）

阵雨。

广州今日多云到阴天，有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于

24℃至29℃之间； 明日多云到

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

介于25℃至30℃之间；24日，多

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气温介于24℃~30℃之间。

黄熙灯

今日天气

观

天气

今日有中到大雨

局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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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春季广州茶博会明天在琶

洲广交会 C 区开幕。本届展会面积达

到 6 万平米，共设 6 个展馆，汇聚全

球 600 多家企业参展。展期至 5 月 27

日，价格亲民，优惠活动多多。

“茶博会期间， 大会的品牌活

动———‘无界茶会’ 达到了 20 多场，

创历史新高。 ”广州茶博会相关负责

人李广韬介绍，“国茶荟”作为茶博会

的补充和延伸，今年的活动也非常丰

富，包括有：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

办的 2019 年国际茶业创新融合发展

论坛，四场品牌活动之“国茶之夜”，

名师讲座“中国茶学 50 讲”等。

此外，于茶博会期间举行的“君

子四雅茶空间设计大赛”， 已经步入

第五届。 今年大赛主题为“器度不

凡”。

徐毅儿

茶博会明天开幕

“今天开始，市

内 16 条暂停收费

的城市道路临时泊

位， 试点设置准停

时段， 禁停时段不

可以停放哦， 执法

教育期后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

处罚。 请广大车主在这些临时

泊位停放车辆时， 务必留意准

停时段标志和禁停时段标志，

严格按照准停时段停放车辆。”

今日上午，广东省交通厅、云浮市

人民政府、 广东交通集团联合在 G80

广昆高速云梧段石牙山隧道

（东行往

广州方向）

开展应急演练，为保证演练

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 需对 G80 广昆

高速公路云梧段 S51 云罗高速部分路

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实施临时交通

管制时间为 5 月 22 日上午 7：30 至

12：00。

●7 点 30 分，封闭 G80 广昆高速

云梧路段往广州方向葵洞服务区。

●8 点 45 分，封闭 G80 广昆高速

云梧路段双凤立交往广州方向。

●8 点 45 分，封闭 G2518 深岑高

速莫村立交往 S51 云罗高速方向匝

道。

●8 点 45 分， 封闭 S51 云罗高速

双凤立交往云浮方向匝道。

成小珍 通讯员 粤交集宣

试

点

泊

位

路

段

1.

先烈中路（区庄地铁

E

出口至区庄立交的

南侧、区庄立交—黄花岗路口的东侧、区庄立交以

北新大新百货路段的东侧、 区庄立交西北侧原道

路至永泰西约的西侧、 区庄立交环市路至青龙坊

路口的西侧）

；

2.

水荫路（天河路以北至水荫南路）

；

3.

大德路（全路段）

；

4.

海珠路（海珠北路、海珠中路、海珠南路）

；

5.

寺右北二街

18-28 号

（全路段）

；

6.

寺右北三街二巷（全路段）

；

7.

寺右一马路（寺右新马路以北段）

；

8.

寺右南二街（寺右南一街至寺佑南二街）

；

9.

纸行路（全路段）

；

10.

竹丝岗二马路（广东医药大学附属一院路

段东南侧、广百百货商场路段南侧）

；

11.

朝天路（全路段）

；

12.

米市路（全路段）

；

13.

康大路（海联路至建基路）

；

14.

同福中路（健康坊至拱桥）

；

15.

逢源路（多宝路至宝源路）

；

16.

大南路（全路段南侧）

。

昨日，广州市公交集团羊城通公

司与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在广州电

信大厦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天

翼羊城通卡推广活动。 双方联合推出

乘车支付产品———天翼羊城通卡。

据悉，天翼羊城通卡是指搭载羊

城通功能的通讯 SIM 卡， 通过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进行使用。用户

刷手机即可搭乘广东全省 21 个地市

的公共交通，且可享受广州公交地铁

联乘优惠。 天翼羊城通卡会在用户基

础套餐月租费上加收 3 元羊城通功

能费。 此外，充值方法、功能与普通羊

城通卡一致，适用于羊城通所有线下

充值渠道。 市民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前往电信马场营业厅、较场西营

业厅、中二营业厅、江南中营业厅均

可免费办理。

欧嘉福 刘俊

天翼羊城通卡畅行全省

云梧高速石牙山隧道

今日上午临时交通管制

———广州市交警支队越秀

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彭国盛

禁停时段标志牌示意图。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