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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

昨日， 广州市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广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发

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暴雨防御工作

的紧急通知。 通知称，12 日夜间至

13 日夜间， 全市即将有一次极为

严重的暴雨降水过程，为进入龙舟

水以来最强的强降雨。 各区、各职

能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发动本辖

区、 本行业内一切可以发动的力

量，做足应急预防措施，在全市开

展一次汛期恶劣天气安全警醒敲

门行动，逐一敲门，逐一告知，逐一

落实。

通知指出，此次汛期暴雨非同

小可，要注意地下空间、下凹式涵

隧、低洼地带、山区老屋、泥砖房、

棚户、危房、简易厂房、野外工地、

边坡和溪河沿岸建筑物等薄弱环

节，防止发生亡人灾害和自然灾害

引发安全事故。通知要求，各区、各

部门、各单位要按各自管辖范围和

职责，加大对全市 641 个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巡查、管控和监测工作的

力度，重点部署人群密集区、削坡

建房、在建工程、林边山边河边等

重点地段的隐患巡查排查。

市公安局、 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各区政府将根据恶劣天气的实

际，严格审批、监督检查各类型赛

事和一切文娱活动、集会、庙会、游

园以及其他群众自发的活动。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 市林业园林局、各

区政府将及时通知景区景点、公园

林园提前疏导游客，防止游客被困

等异常情况发生。

记者从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和

广州市三防总指挥部获悉，根据水

文气象部门的站点监测，12 日 8

时至 15 时，广州北部出现小雨，增

城区有 8 宗水库超汛限运行。有强

雷雨云团从江门、佛山方向移近广

州。 最强降雨将集中在 12 日后半

夜到 13 日白天， 届时全市将有暴

雨局部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 50～

80 毫米， 累积雨量 60～100 毫米，

局部可能超过 150 毫米；13 日夜

间南部大雨转阵雨，其余各区有阵

雨；14 日白天全市将转为多云天

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昨日， 白云机场计划进出港航

班1339班。 17:30左右，白云机场开始降

雨，部分航班受到影响。 截至18:30，出港

延误1小时以上航班27班，备降外场航班

8班，未触发大面积航延预案。

白云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机

场延误1小时以上航班情况尚在可控范

围内，没有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预案。

白云机场提醒， 今明两天计划乘飞

机出行的旅客， 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

状况及相关航班动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通讯员

穗教宣）

市教育局昨日提醒， 遇到灾害

性天气是否需要延迟上学或停课， 家长

和同学们可根据《广州市气象灾害防御

规定》，密切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

号做好安排

（详见下表

）。 同时要远离地

质灾害易发点， 留意交警发布的交通状

况选择出行路线，遇积水严重路段、隧洞

或低洼地带要绕行，切勿盲目通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粤应宣）

记者昨日了解到，根据广

东省三防办组织会商， 从6月12日晚

到14日凌晨，全省10个市将有一次强

降雨过程。 省三防办、省应急管理厅

于6月12日17时30分将防汛Ⅳ级应急

响应提升为Ⅲ级后，立即组织重点成

员单位联合值守，省Ⅳ级救灾应急响

应持续生效。

截至12日15时，韶关、梅州、汕头、

汕尾、揭阳、惠州都已启动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 中山市12日15时22分启动

防暴雨Ⅱ级应急响应。 广州、深圳、佛

山、云浮等其他地市分别落实各项防

御措施。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要求，河

源、梅州、汕头、汕尾、揭阳、潮州、惠

州等防御形势较为严峻的市要做好

提级安排响应。 省武警总队、省消防

救援总队等救援队伍安排救援人员

集结待命，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全省水利防汛应急响应

提升至Ⅲ级

又讯（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粤水

轩）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6

月12日夜间至14日， 广东省强降雨将

持续， 局地伴有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 广东省水利厅于12日20

时将水利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

Ⅲ级。

昨日15时至21时， 时段雨量大于

100毫米的站有4个，其中，清远市开发

区大秦站147毫米、珠海市斗门区莲洲

站145.7毫米、 清远市清新区龙湾站

129.1毫米。

截至昨日21时，降雨导致3条河流

超警戒水位，分别为：东江龙川站

（河

源市龙川县）

水位68.84米， 超警0.34

米；韩江三河坝

（三 ）

站

（梅州市大埔

县）

水位42.23米，超警0.23米；宋隆河

白土站

（肇庆市）

水位5.56米，超警0.06

米。

省水利厅要求全省水利部门适

时启动水利应急响应， 强化值班值

守，进一步做好中小河流监测预警工

作，尤其要做好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

的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发布和处

置。

据气象、水文预报，12日夜间至14

日，广东省强降雨将持续，局地伴有8

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

江、韩江、北江中上游、粤东沿海部分

中小河流将出现2～5米的涨水过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广州面临进入“龙舟水” 汛

期以来最强降雨。 昨日，广州市民政

部门及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民

政部门要加强隐患排查，做好应急准

备。

据广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广州市民政局制定切实可行的

“靶向”措施，确保安全隐患整改落实

到位；采取平安通问候和基层民政工

作人员、社工、志愿者、社会组织上门

探访等形式， 重点加强对低保对象、

“三无”人员、五保对象、失能失智、行

动不便等困难群众的关爱和照顾；加

大街面巡查力度，加强对老弱病幼等

重点人员的劝导救助，确保困难群众

汛期生活安定、安全度汛；完善相关

设备设施，备足各类汛期应急救援物

资；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巡

查制度，加强汛期巡查值守；完善应

急方案， 确保灾情发生时能及时响

应、有效处理。

昨晚至今夜，广州面临进入龙舟水以来最强的强降雨

今日出行请看即时交通指引

是否停飞？

请密切关注天气

是否停课？

请留意气象预警

全省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关爱照顾困难群众确保安全度汛

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

记者昨

日走访了解到， 即将到来的暴雨让不少

平日里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的车主发

愁。“去年有一次暴雨，我们小区的地下

车库被水淹了， 有些车都淹到顶完全报

废了。 ”面对即将来临的暴雨，家住番禺

丽江花园小区的袁先生发愁了：“停在小

区外面，早上有警察抄牌；停在小区地下

停车场，又怕被水淹。 ”袁先生表示，之前

他曾在暴雨天专门花钱把车停在附近酒

店地势较高的停车场， 这次暴雨如果持

续时间长， 不知道自己的爱车“何处可

依”。 有的车主说，如果能把车停到两层

车库的第一层，才比较安全。

应急响应

�应急准备

民生关注

何处停车？

车主盼暴雨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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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提醒，托儿所、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小学

校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和家长请注意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的发布时间：

一

.

如果

8

时前发布 全天停课

●已在上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已到校学生原则上留在学校安全场所。

二

.

如果

11

时至

13

时发布 下午停课

●未离校的学生留在学校。

●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留意最新预警信号和停课安排通知。

●家长自行决定接学生回家时间。

三

.

如果

13

时后发布 学校继续上课

●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校上课。

●在校学生服从学校安排。

●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留意最新预警信号和停课安排通知。

●家长自行决定接学生回家时间。

昨日下午

5

时许，越秀区麓景路公交站，一名刚下公车的母亲抱紧怀里的孩子，冒着大

雨往人行道上冲。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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