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天，有大到暴雨

24～29℃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4～28℃

吹轻微的偏南风

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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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见过中华白海豚跃出

水面的场景吗？ 你见识过水母

悠哉地摆动着“衣摆”模样吗？

你想看海龟在海中自由地游曳

的悠闲样子吗？ 记者昨日从广

东省林业局获悉， 即日起只要

关注“广东林业”微信公众号、

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对话框输

入“预约”发送进行预约，就有

可能抢得观看上述海洋生物的

逾万个免费预约名额。

据了解，广东省共有5个海

洋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许多珍稀海洋生物保留了良好

的栖息地。 6月12日至30日，这

一批保护区向大家“敞开大

门”。 足不出户，只要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就可以免费预约，进

入广东省海洋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一探究竟。 为确保开放活动

有序可控， 开放活动采用实名

预约开放制度。 参观群众需经

预约， 方可进入自然保护区参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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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河区教育局发布《广州市

天河区公办中小学 2019 年公开招聘

第一批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公告》，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 364 名编外聘用制专

任教师。 本次招聘单位涉及天河区近

60 所公办中小学。 其中，部分学校招

聘人数多达 20 人， 如 89 中招 22 人，

天府路小学招 20 人， 龙口西小学招

21 人，华阳小学、奥体东小学两校联

合招聘 33 名教师。

在薪酬方面， 天河区以财政专项

经费作保障， 按人均年薪 13.2 万/元

(

含单位和个人部分五险一金

)招聘编

外聘用制专任教师。 本次招聘面向应

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 学历要求为本

科或以上。 有关事项由各招聘学校陆

续在“天河教育在线 (http://www.

gzthedu.cn)”官方网站的“学校招聘”

栏目中公布。

焦何结

天河区招聘 364名教师 未载客营运车辆下月起禁入机场出发层

广东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 10 日发布通告： 自 7 月 1

日零时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层

道路

（含一号航站楼、二号航站楼）

全

天 24 小时禁止未载客营运车辆驶

入，违者罚款 200 元记 3 分。

《关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层

道路采取禁止未载客营运车辆驶入

措施的通告》表示，为确保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出发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

定，决定对出发层道路采取禁止未载

客营运车辆驶入的措施：

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发层道

路

（含一号航站楼、二号航站楼）

全天

24 小时禁止未载客营运车辆驶入。

二、实施时间：自 2019 年 7 月 1

日零时起。

三、实施路段：（一）一号航站楼

出发层道路包括：一号航站楼南出发

高架路段；一号航站楼南出发地面路

段； 一号航站楼北出发高架路段；一

号航站楼北出发地面路段。（二）二号

航站楼出发层道路包括：二号航站楼

出港高架路段。

《通告》中所说的“未载客营运车

辆”是指除驾驶员以外车内没有其他

乘客的营运车辆， 包括公路客运、出

租客运、旅游客运、租赁等车辆。 机动

车驾驶人应当按照交通标志的指示

行驶。 违反本通告管理措施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理。

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 应急救援车、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及保障机场日常

运行的作业车辆不受本交通管理措

施限制。 该通告自2019年7月1日零时

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

叶边

本月起， 全国实行

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

科目考试。 市民通过部

分科目考试后，因工作、

学习、 生活等需要居住

地发生变更的， 可以直

接转至现居住地继续参

加其他科目考试， 已通

过的科目考试成绩继续

有效。

———广州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辆管理所化龙考场考试

员 邓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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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夜间到昨日上午，从

化、增城、白云出现暴雨局部暴

雨，其余各区普降中到大雨。 受

降雨影响，高温也跟着下降，昨

日早晨各区最低气温 24～25℃，

白天最高气温 27～30℃。 预计，

12 至 13 日广州市仍有大雨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 局地伴有 8

级以上雷雨大风。 降雨最集中

的时段为 12 日夜间至 13 日白

天， 其次是 11 日夜间和 12 日

午后；14 日开始雨势明显减弱。

气象部门预测，12日，珠江

三角洲、 粤北市县有大雨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 其余市县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13日， 粤北、

粤东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市县有

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

雨。

广州今日阴天， 有大到暴

雨， 气温介于 24～29℃之间，吹

轻微的偏南风；明日阴天，有暴

雨局部大暴雨， 气温介于 24℃

至 28℃之间，吹轻微的偏南风；

14 日， 大雨转阵雨， 气温介于

25℃至 31℃之间。

黄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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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澎列岛自然保护区

目前已发现的海洋生物有1308种，主要经济鱼类、虾蟹类、贝类和藻类772种；国

家Ⅰ级保护动物有中华白海豚和鹦鹉螺2种，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有绿海龟、江豚等15

种，广东省重点保护重点动物有驼背鲈、鲸鲨等8种。

雷州珍稀海洋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为珍稀濒危海洋生物及其栖息地，包括儒艮、中华白海豚、大珠母

贝

（白蝶贝）

、文昌鱼、绿海龟、棱皮龟、玳瑁、江豚、宽吻海豚、热带点斑原海豚、真海

豚、灰海豚、布氏鲸等国家Ⅰ、Ⅱ级重点保护动物，以及珊瑚礁、海藻场和红树林等典

型海洋生态系统。

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对象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及其栖息区域的自然环境、水质环境、

海底环境、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区海域内还有鱼类154种、浮游植物44种、浮

游动物61种、底栖生物58种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

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现有珊瑚种类3目19科82种，其中石珊瑚54种，全部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徐

闻珊瑚礁是中国大陆架上连片面积最大、种类最密集的珊瑚礁，当地的珊瑚礁有近1

万年，有大陆“万岁娘”之称。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大陆最后一片海龟产卵场，累计保护海龟卵8.3万枚，放流海龟6.4万只，多次

获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家各部委的嘉奖。

观海洋生物 逾万名额免费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