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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地铁发布的最新消息，预

计中秋假期地铁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

今天，线网客流或超1100万人次。 为满

足市民节日期间乘车需求， 地铁公司

将采取多项措施全力做好运营保障，

其中9月12日、13日、15日分别延长1小

时收车。

记者了解到， 今日地铁将迎来客

流最高峰，14 条地铁线中有 9 条将提

前进入晚高峰，包括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号线及广佛线；在 14 点至 20

点期间， 十四号线所有快车将改开普

通车，以提升晚高峰运力。 节日期间

（

9

月

13

日

~15

日）

，地铁将在日常周六日

运力安排基础上适当增加上线列车，

同时各线路均在车辆段或正线安排 1～

2 列备用车，视客流情况随时组织上线

疏导客流。

刘俊 高旭 李涛 麦颖青

中秋节地铁延长1小时收车

包括今明两天及周日，预计今天客流或超1100万人次

前日夜间至昨日白天，广

州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各

区早晨最低气温 24～27℃，白天

最高气温 34～35℃。截至昨日下

午 6 时， 广州各区高温黄色预

警信号生效中， 广州市气象灾

害

（ 高温）

Ⅳ级应急响应生效

中。 预计，12 日，广州市多云到

晴， 最高气温 35～36℃；13 日，

天气总体平稳， 中秋夜天气晴

朗， 适宜赏月，14~15 日局部有

（ 雷）

阵雨。

气象部门预测，12~14 日，

广东天气以晴热天气为主，沿

海市县有分散

（ 雷）

阵雨，局部

暴雨和 7~8 级短时大风，35℃

以上高温范围逐渐扩大；另外，

13 日中秋节夜间我省大部晴到

多云，可见月光。 具体预报为：

12 日， 粤西和珠三角沿海多云

有分散

（ 雷

）阵雨，其余市县晴

到多云局部有

（ 雷）

阵雨；13 日，

雷州半岛多云有分散

（ 雷）

阵

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

（ 雷）

阵雨。

广州今日多云到晴， 气温

介于 27℃至 36℃之间，吹轻微

的偏南风；明日晴到多云，气温

介于 28℃至 36℃之间，吹轻微

的偏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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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夜适宜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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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白云山及周边区域施行交通管制

根据国家移民管

理局近日发布的提

示， 现用的本式往来

港澳通行证将于明天

全部失效， 市民需重

新办理卡式电子往来

港澳通行证。

———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支队辅警 伍健谊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本报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凌信律师事务所 熊谌宇律师 电话：

020-38262566

中秋节当晚将临时增开“云台花

园－中山五路” 等 7 条夜间加班线路，

覆盖罗冲围、新市墟、东圃等广州多个

客流集中区域， 满足市民中秋节期间

到白云山赏月的公交出行需要。 同时，

为配合做好白云山区域中秋当晚的交

通组织，市交通部门还将在 9 月 13 日

17:00 起至 9 月 14 日 6:30 时期间，对

部分站点和公交组织进行调整。

针对中秋节节前 1 天下午和节日

最后 1 天晚上， 市交通部门将结合客

流情况强化夜班线路服务水平， 适当

延长线路服务时间。 9 月 15 日晚，天河

客运站公交总站的公共汽车 303A、夜

69、夜 70、夜 90 等 4 条线路运营时间

将延长至次日 1:00 时。同时，结合广州

南站高铁夜间抵达情况， 将动态延长

广州南站公交夜班线路末班车时间，

并在 15 日夜间客流返程高峰视情况

开行如约巴士。

此外，中秋节期间，BRT 管理公司

将适当增加晚间发班密度， 重点保障

首末班车运营时间， 加密途经各大商

圈、公园、旅游景点线路车辆班次，缩

短高峰期班次间隔。 同时，为满足乘客

前往白云山赏月的出行需求，B16、B18

线路从 17:00 时至线路收车期间，按计

划增加小时发班量 20%。

刘俊

明天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秋佳

节， 为确保广大的市民前往白云山登

高活动的交通安全、 顺畅， 广州市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将采取以下管制措

施：

一、9 月 13 日 0 时至 9 月 14 日 6

时，除公安执勤、山上驻军和单位、白

云山管理局公务车辆外， 禁止一切机

动车辆上白云山；另外，白云山上禁止

无关车辆停留。

二、9 月 13 日 6 时至 9 月 14 日 6

时，除公安执勤、山上驻军和单位、白

云山管理局公务车辆及公交车外，禁

止一切机动车辆进入云山南路

（ 广园

路口至白云山南门）

、横枝岗路

（ 隧道

南入口以北）

、 濂泉路

（ 广园路口以

北）

、云泉路行驶。

三、9 月 13 日 17 时至 9 月 14 日 6

时，广园路

（ 科韵路至机场路路口）

、白

云大道南、大金钟路禁止 1.5 吨以上货

车行驶。

四、9 月 13 日 17 时至 9 月 14 日 2

时， 广园路

（ 广州大道北至大金钟路

口）

禁止货车行驶。

五、 当白云山云台花园周边道路

交通出现拥堵时，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将根据情况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管制

和分流措施， 届时， 请广大驾驶人员

听从指挥、 配合工作， 或提前绕道行

驶。

罗阳辉 交宣

●共开行列车 43.96 万列次，

共安全运送乘客 5.93 亿人次，日

均客运量达 957 万人次，较去年同

期

（

869

万人次）

增长了 10.1%。

●有 13 天 客 流更 超 过 了

1000 万，单日最大客流为 1046 万。

数说·地铁暑运

中秋节将临时增开7条夜间线路

增开线路

云台花园

-

中山五路

云台花园

-

金碧新城

云台花园

-

汇侨新城

云台花园

-

东圃镇

云台花园

-

西塱

云台花园

-

中山八路

云台花园

-

黄埔体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