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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越秀公园获悉， 白云山麓

湖越秀山连通工程（

一期

）近日开始施

工监理招标。 这意味着备受关注的绝

美“云道”即将开工，从中山纪念堂漫

步到白云山很快就要实现。

此外， 即将与越秀公园联通的白

云山东门新面貌也曝光了！ 攀登和游

览广州白云山， 市民游客一般从广园

路一侧的南门和白云大道一侧的西门

进入。从白云山东门（

梅花园门

）进山，

市民游客可到达桃花涧、荡胸亭、摩星

岭等地。

近日， 广州市城管执法部门组织

开展白云山“还绿于民”第四次集中拆

违行动，涉及建筑面积近 3 万平方米，

完成了白云山东门（

梅花园门

）整治范

围内的拆除任务。 作为白云山改造建

设的 7 个主要门岗和进山入径之一的

东门在拆楼还绿后， 将规划新建东门

入口广场，打通东门路径。东门距离梅

花园地铁站不远， 未来市民游客有望

一出地铁就可沿提升后的白云山东门

登山。

黄熙灯

纪念堂上白云山的“云道”将开工

昨日下午 5 时许， 广州市

区天气突变， 好在很快雨停风

止。 6 时许，白云区和花都区的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11

个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生效中。预计，12 日晚至 13 日，

广州市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局地伴有 8 级左右短时大风；

13 日夜间雨势减弱，14 日白天

至 15 日转为多云天气。

气象部门预测 ，13 日，粤

东、梅州、河源有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 珠江三角洲和

清远、 韶关有暴雨部分市县大

暴雨， 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

雨；14 日， 南部市县有中到大

雨，其中茂名、湛江有大雨局部

暴雨，其余市县阵雨转多云。

广州今日阴天， 有暴雨局

部大暴雨，气温介于 24～27℃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明日大雨

转阵雨，气温介于 24℃至 31℃

之间， 吹轻微的偏南风；15 日，

多云，气温介于 25℃至 33℃之

间。

黄熙灯

今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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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综合

办证大厅（光复中路 245 号）和广州市

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鹤洞综合办证大厅

（

鹤洞路

42

号之三

）， 将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整体搬迁至广州市荔湾区中

山七路 328 号（

地铁

1

号线陈家祠站

Ｄ

出口西侧

）办公。

据了解 ，2019 年 6 月 27 至 29

日， 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综合办

证大厅（

光复中路

245

号

）和广州市公

安局荔湾区分局鹤洞综合办证大厅

（

鹤洞路

42

号之三

）停止对外办公（办

理死亡业务除外），并停止户政和出入

境网上预约业务。 位于广州市荔湾区

中山七路 328 号新综合办证大厅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对外办公，办

理户政和出入境业务。咨询服务电话：

83127186，周一至周五为办公时间，其

他事项不变。

罗阳辉

荔湾区分局综合办证中心“搬家” 中山六院有免费健康讲座

西医说肺是呼吸系统中最重要

的器官，位于胸腔内，膈肌上方纵膈

的两侧分为左肺和右肺，包括支气

管和在肺内的各级分支及大量的

肺泡， 是气体交换的场所。 中医学

通常将呼吸系称之为肺系， 其中包

括鼻、咽、喉、气道（

气管

）、肺脏等组

织器官。 肺处于人体胸中最高的位

置，中医称肺为华盖，形容肺像雨伞

一样，给五脏六腑挡风遮雨。为了能

让广大群众更加了解更多关于中医

上一些常见肺疾病的术语以及食疗

养方，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将于

6 月 18 日下午(14：30-16：30)在该

院 23 楼开设《趣说肺疾病-中西医

的区别》的健康讲座，届时该院专家

陈正贤，韦民将亲自现场授课，现场

免费咨询， 为患者进行免费肺功能

监测等。

黄艳

当农业职业经理人有免费培训

正规，权威，考试合格还能颁发证

书。 记者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广

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将于 7 月 10 日

至 9 月 15 日开班，免费培训农业职业经

理人。

据了解，这次培训和食宿费等由中

央财政资助， 培训班不收取任何费用。

不过，交通费须自理。 对考评合格的学

员， 将颁发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合格证

书。 有意参加者可于 7 月 4 日前登录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微信公众号， 点击阅读

《免费培训！ 农业职业经理人火热招生

中》一文，长按或扫描文末提供的二维码

进入 H5 报名、点击 H5 里的“我要报名”

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经审核后，收到录

取通知（

以收到邮件或短信为准

）的学员

报到当日携带加盖公章的报名表（

纸质

版

）、职位证明、身份证复印件、单位营业

执照前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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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白云山麓湖越秀山连通工程

昨日，南航正式开通广州 - 长沙 - 内

罗毕航线， 这是南航于 2015 年开通广州

- 内罗毕直飞航线之后的第二条飞往非

洲内罗毕的航线。 据了解，执飞广州 - 长

沙 - 内罗毕航线的客机机型为空中客车

A330 宽体机，去程 CZ6043 航班每周二、

六执飞， 广州起飞时间是 21 时 35 分，22

时 55 分到达长沙，再于零时 50 分从长沙

起飞，当地时间 7时 30分到达内罗毕。回

程 CZ6044 航班每周三、日执飞，内罗毕

起飞时间为 12 时 50 分，次日北京时间 6

时 5 分到达长沙， 再于 8 时 10 分长沙起

飞，9时 45分到达广州。

———中国南方航空乘务员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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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里“云道”

“云道”南起中山纪念堂北门，经越秀山、雕塑公园、麓湖高尔夫练习场、东至麓

湖西岸，路线总长约5公里，这条被称为“云道”的慢行系统未来还将进一步延伸至

白云山，全长达到8公里。 其中，中山纪念堂—越秀公园1.7公里，越秀公园—麓湖公

园3.4公里，麓湖公园—白云山2.9公里，形成山融于城的越秀“云道”，绿谷赏林的飞

鹅“云道”，以及云台览湖的麓湖“云道”。 通过“云道”，越秀公园将与白云山手牵手。

2

段空中步道桥体

由越秀公园东北门—雕塑公园—麓湖，总长约3公里。其主体结构采用钢结构，

基础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最大跨径16米，桥面板和地面最大高差约20米，步道宽

度3-5米。

2

段公园园道

总长约2公里，越秀公园镇海路（中山纪念碑—夕阳红广场）约1.2公里，路侧人

行道（宽2.5米，约3000平方米）加铺彩色沥青；雕塑公园园道约0.8公里，公园园道

（宽4米，约3400平方米）加铺彩色沥青。

1

个入口广场

即越秀公园东北门广场，面积约1000平方米。

2

处新建过街天桥

一是下塘西路新建过街天桥，跨径约30米；一是麓景路新建过街天桥，路径约

16米。

1

处观景平台

即雕塑公园东门悬挑观景平台，面积约52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