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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漏气

粤语版

粤语释词

形容做事不靠谱， 拖拖

拉拉的，不爽快。有个歇后语

就叫作“阿崩吹箫———漏

气”。

时报读者 阿

Bart

漏气

昨天早上，北较场路，两

个阿姨的对话。

师奶

A

：陈太太，这么赶

急赶忙地去哪啊？

师奶

B

： 回家里拿东西

啊。

师奶

A

：干嘛这么急啊？

师奶

B

： 今天早上带儿

子去幼儿园注册， 谁知道我

老公找不齐他的那些免疫

证、体检表，害得我现在要赶

回去。

师奶

A

： 你老公做事怎

么这么不靠谱的。

师奶

B

：是啊，他说他来

拿，让我们先过去，谁知又找

不到。

师奶

A

： 你老公这样办

事不行啊。

不靠谱

琴日朝早，北较场路，两

个师奶

嘅

对话。

师奶

A

：陈师奶，咁急急

脚赶去边啊？

师奶

B

：返屋企攞嘢啊。

师奶

A

：咩嘢咁急啊？

师奶

B

： 今朝早带个仔

去幼儿园注册， 点知我老公

搵唔齐佢嗰啲免疫证、 体检

表，搞到我而家要赶返去。

师奶

A

： 乜你老公咁漏

气嘎。

师奶

B

：系啰，佢又话佢

嚟攞，叫我哋行先，点知又搵

唔到。

师奶

A

： 你老公咁做嘢

真系唔掂当喔。

白

话

街

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

骆 通讯员 董海燕）

如今所

有疫苗都可以查到“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了？在番禺就

已经实现了广州市唯一的

儿童免疫规划全数字化管

理，番禺区依托“互联网+”

“大数据”新模式，对全区预防接种门诊、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使用的疫苗从生产到

使用全链条实施智能监控，实现疫苗“从

哪里来、放在哪里、接种到哪个儿童”全过

程信息公开、可追溯，逐步形成了预防接

种服务全程数字化管理的“番禺经验”。

全区

5A

级预防接种门诊

6

间

据了解，今年 8 月，番禺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被评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信息化首批试点单位。 目前，番禺区共有

5A 级预防接种门诊 6 间，4A 级 8 间，总数

在全市 11 个区中排行第一。

记者在番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

解到，番禺区建立了疫苗冷库冷链监测机

制，为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规模较

大的接种点配置安装疫苗专用冷库，在规

模较小的接种点推广使用医用冰箱，并全

面安装自动温控报警系统和应急电源，配

备责任人，形成了疫苗运输、储存全程冷

链的 24 小时闭环管理， 确保疫苗在运输

和储存过程中的安全性。

此外， 番禺区启用接种智能冰箱，接

种护士使用智能冰箱的扫描枪扫描接种

本上的条码，接种儿童、待接种疫苗的相

关信息等都会即时显示在冰箱显示屏上，

同时对应的疫苗会弹出，接种护士取完疫

苗后需再次在冰箱上扫码， 进行二次核

对，多重校验确保疫苗接种准确无误。

接种门诊实行数字化预约接种服务

此外，番禺区更运用数字化让疫苗注

射更加便民。 番禺区建设新生儿预防接种

信息管理系统，新生儿预防接种信息系统

已实现与医院信息系统的对接，避免了数

据的重复录入，彻底实现儿童接种情况从

一出生就纳入了信息化管理，避免重复建

册，数据同步更新、共享，极大提高了新生

儿预防接种档案信息建立的及时性和完

整性。 同时，全面开展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建设，通过手机 App 预约叫号、核查信

息等手段，实现预检登记、候诊、接种、留

观全过程可视、可查。 目前从取号、登记、

接种只需 30 分钟，全区 29 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均已实行数字化预

约接种服务。

疫苗从哪来到哪去？ 一查便知

番禺区实现广州市唯一儿童免疫全数字化管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

智汛 通讯员 林莹 ）

昨日，

记者从天河科技园管委会

了解到，为了提高公园辨识

度、影响力 ,管委会申请将

天河大观湿地公园更名为

“天河湿地公园”，日前已获得天河区政府

批准。

广州天河大观湿地公园位于天河智

慧城高唐新建区东部，大观路西侧，背靠

旧羊山，南接车陂涌的支流杨梅河。 总长

约 3 公里，总占地面积约 47 公顷。 项目于

2013 年 9 月开工，2015 年建成，2016 年 7

月 2 日正式向社会开放，是广州市首个按

照国家“海绵城市”理念试点建设的标志

性生态景观。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可容纳

游人约 3000 人。

根据《广州市地名管理条例》关于地

名命名的相关规定， 为了提高公园辨识

度、影响力，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申请将天

河大观湿地公园更名为“天河湿地公园”，

日前已获得区政府批准。

信 息 时 报 讯

（记者 黄骆 通讯员

增宣 ）

记者昨日从

增城区获悉 ，2019

广州 (

增城

)何仙姑

文化旅游节将于 9

月 6 日

（ 农历八月

八）

在增城区小楼

镇何仙姑文化广场

开幕。 本次文化旅游节将有瑞狮贺

喜、粤剧表演、古典歌舞、八仙巡游

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十足还原传统

文化盛会。

据了解， 本次文化旅游节将

在何仙姑家庙景区以庙会的形式

举行， 并于 9 月 6 日开幕式前由

以何仙姑为首的“八仙” 进行巡

游， 并向群众派送吉祥物或纪念

品， 寓意送福于民。 同时在三天

的祈福过程中， 穿插空中杂技、

魔术表演、 变脸、 美猴王、 小丑

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等。

而在何仙姑文化广场还将举

办特色美食展、 名特优农产品展

示展销。 此外， 在广场还将以快

闪的形式， 200 多人歌唱 《我和我

的祖国》 进行旗袍走秀。 同时还

安排广场舞等不同类型的节目表

演来助阵。 同时， 旗袍秀活动在

何仙姑文化旅游节期间举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

琴 通讯员 郭哲涵 黄嘉庆

邵莎）

昨日，我国首条高世代

OLED 面板线———LG Dis－

play 广州 OLED 项目宣告

正式投产， 这是全球最大尺

寸和最先进的 8.5 代 OLED 生产线。 该项

目位于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总投资约 460

亿元人民币， 预计到 2021 年底实现达产

产能 9 万片/月，年产值约 200 亿元。届时，

该区以 LG Display 为龙头的平板显示产

业集群年产值将达 1200 亿元。

该项目是 LG Display 继模组工厂、液

晶生产线后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投建的

第三个项目。 LG Display 平均每 6 年在该

区新增一个项目，涵盖平板显示产业三代

技术。 该项目自 2017 年 7 月动工，历时两

年多竣工投产。 项目占地面积 19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56 万平方米，工厂主厂房高

达 94 米，共 9 层。 厂房内部建设百万级洁

净生产车间， 布局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

线。

该项目玻璃基板尺寸为 2200mm×

2500mm， 最大加工能力为 9 万片/月，主

要产品为 4K 超高清 55 英寸、65 英寸、77

英寸等大尺寸电视用 OLED 面板。项目一

期投资 355 亿元，二期投资 105 亿元，计划

在 2021 年内月产能达到 9 万片，实现面板

达产产能 498.4 万块/年。 目前已累计投资

280 亿元人民币，460 亿元人民币投资完成

后，年产值将达约 200 亿元人民币。

据悉， 该项目由乐金显示光电科技

（ 中国）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其中 LG Dis－

play 及其驻区全资子公司乐金显示

（ 广州）

有限公司占股 70%，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30%。

再见，大观湿地公园

你好，天河湿地公园

小楼镇将迎

“文化盛宴”

2019广州(增城)何仙姑

文化旅游节下周五开幕

LG�Display广州OLED项目投产

总投资460亿建成中国首条高世代OLED生产线

小朋友在番

禺区南村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

种疫苗。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