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云，有分散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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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轻微的偏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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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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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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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根据录

取情况，广东省提前批军检院校和非军检院校文、理

科尚有少量缺额计划需进行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网

上填报时间至今日 12:00 止， 投档录取时间为今日

14:00 开始，17:00 结束。

军检院校方面， 高考成绩达到广东省普通高校

招生军队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

（文科类： 总分

546

分；理科类：总分

495

分）

，且经政治考核、军检合格

未被录取的文、理科考生。 公安院校方面，高考成绩

达到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院校录取最低分数线

（文科类 ：总分

455

分 ；理科类 ：总分

390

分 ）

，且政

审、体检、面试合格未被录取的文、理科考生。民航招

飞院校方面， 高考成绩达到广东省普通高校民航飞

行技术专业招生录取最低分数线

（文科类：总分

450

分，其中英语单科

90

分 ；理科类 ：总分

450

分 ，其中

英语单科

90

分）

且民航招飞体检、背景调查合格未

被录取的文、理科考生。

此外，考生若想报考提前批非军检院校，高考成

绩需要达到广东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院校录取最低

分数线

（文科类：总分

455

分；理科类：总分

390

分）

，

且未被录取。

孙小鹏 谭济嵘 粤考宣

提前批征集志愿今天12点截止

9 日到 11 日， 广东省出现

了大范围强降水天气。 其中，9

日夜间至 10 日，广州市出现了

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

过程， 并伴有雷电、7 级左右短

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1 日夜

间至 12 日上午，广州市出现了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下午自南

向北出现强雷雨， 南沙区局地

达暴雨量级， 雷雨时伴有 6~8

级短时大风。 这轮大范围强降

水趋于结束。 预计， 未来一周

广州市无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和

台风活动，以多云为主，部分时

段有雷阵雨，天气趋炎热。

气象部门预测，12~13 日，

广东全省大部多云，有

（雷 ）

阵

雨；14~15 日，韶关、清远和肇庆

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其余市县

多云，有分散

（雷）

阵雨。

广州今日多云， 有分散雷

阵雨，气温介于 26℃至 32℃之

间，吹轻微的偏南风；明日，多

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于 27℃至

33℃之间，吹轻微的偏南风。

黄熙灯

今日天气

观

天气

未来三天

时有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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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艺术”系列高雅艺术讲座将于明天在广州图书馆正

式开启。 今年的“遇见艺术”活动初定于 7 月至 9 月的每个周

末在广州图书馆举行。活动分为三个主题，分别为交响乐基本

知识及经典作品演绎和鉴赏，《诗经》欣赏及歌剧片段演绎，以

及西方后现代艺术知识及经典作品欣赏。将采取讲座、艺术家

现场演绎与视频欣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同时将对讲座进行

网络直播。

陈川

明天可去广图“遇见交响乐”

暑假后天开始，

至 8月 31日止。暑假

期间， 学生要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 加强防

溺水的安全意识，不

要去有安全隐患的水

域游“野泳”，家长也

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

教育和看护。

———宝玉直小学校长 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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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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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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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征集志愿的学生

今日12时前须确认志愿

昨晚 9 点起， 未被录取且

符合条件有意愿参加征集志愿

的考生可登录“广东省普通高

考志愿征集系统”（www.eeagd.

edu.cn/kszj）填报志愿。 军检院

校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

式， 报考军检院校考生可以填

报 2 个院校志愿， 每个院校可

以填报 6 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

从调剂。 非军检院校实行平行

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报考非军

检院校考生可以填报 6 个院校

志愿， 每个院校可以填报 6 个

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调剂。

今日 12:00 前参加征集志

愿的考生， 必须按时在网上填

报相应的提前批院校

（专业）

志

愿， 并在网上通过已绑定的手

机号码获取验证码完成志愿确

认， 否则填报的征集志愿信息

无效。 今日下午组织高校录取，

以考生经过志愿确认的网上填

报的征集志愿数据为投档依

据。

据了解，征集志愿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投档， 其中军检院

校按考生征集志愿顺序从高分

到低分， 一次性提供考生征集

志愿一、 二志愿电子档案供高

校择优录取。

时间：7 月 13 日 15:00~17:00

地点：广州图书馆负一层 1 号报告厅

报名方式：讲座免费，无需报名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关

文辉将通过分享各种弦乐器以及乐团的特点，结合现场演奏，

以具体曲目或音乐家为例，讲解弦乐的发展历史及时代特征。

公交站场突发不适怎么办？ 昨日，一个装有藿香

正气丸、云南白药、风油精、腹可安、胃乃安等近 20

种应急药物的“爱心药箱”出现在天平架公交站场，

向有需要的市民群众和公交一线职工免费提供。 除

天平架公交站场外，还将有 14 个公交站场安装“爱

心药箱”，于 7 月 25 日前安装完毕。

据介绍， 这 15 个公交站场是： 天河区的天平

架公交站场、 火车东站公交站场、 天河客运站公交

站场和珠江新城公交站场； 越秀区的广州火车站

（草暖公园 ）

公交站场、 云台花园公交站场和东山

龟岗公交站场； 海珠区的海珠客运站公交站场、 珠

江帝景苑公交站场、 珠江泳场公交站场和昌岗路公

交站场； 荔湾区的中山八路公交站场和黄沙公交站

场； 白云区的机场路公交站场； 番禺区的广州南站

公交站场。

欧嘉福 刘俊

15个公交站场将上线“爱心药箱”

遇见交响———邂逅丝丝流淌的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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