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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5 宗物业招租，

有意 者 请 电 ：87123032

梁小姐。（非诚勿扰！ ）

广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付娆 符文兴 麦蕴瑶）

乘机忘带身份证

了怎么办？ 办电子临时乘机证明！ 昨

日，白云机场正式启用“电子临时乘

机证明”新服务，手机就能办理，超级

方便。

日前，民航局在全国机场范围内推

出电子临时乘机证明系统。 该系统通过

“让数据多跑路，让旅客少跑腿”，实现

了临时乘机证明“自助办、随时办、掌上

办、刷脸办”，简化了旅客办理流程、节

省了办理时间，从而进一步改善了旅客

的出行体验。

据了解， 白云机场在T1、T2航站楼

内共安装了18台电子临时乘机证明查

验设备。 其中，T1航站楼分布在这些区

域：值机柜台，国内值机主任柜台

（航站

楼三层出发厅

2

号门和

15

号门内）

；安检

验证台， 国内安检A区4、5、16号通道；B

区13、14、24号通道。 T2航站楼的值机柜

台：国内C、D、E、F、G、H各值机区；安检

验证台：国内安检18、20号通道，以及头

等舱通道。

以前， 一旦坐飞机忘带身份证，可

以在机场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明登

机。 为方便旅客无纸化便捷出行，民航

局于2018年组织研发了“民航临时乘机

证明”系统，为广大旅客提供一个全国

适用、便捷高效的网上办理渠道。 据了

解，目前，全国已有203家机场完成了该

系统的设备安装调试， 并于9月15日同

步上线， 正式启用“民航临时乘机证

明”。 其他机场将陆续于明年上半年完

成。

旅客登录后按照提示步骤可以很

快完成申请，提交后60秒内即可获得电

子防伪二维码，凭此二维码办理值机手

续和接受安全检查，有效期为15天。 如

果超过15天，则可以再一次申办，且不

收取任何费用。

目前，民航临时乘机证明目前仅限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旅客

办理，且只适用于使用身份证购票的旅

客。 另外，儿童旅客需要办理身份证才

能申请使用该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讯 （记者 卢舒曼）

目

前， 广州已全面启动整体推进城乡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大部分居民分类意

识有所提高，但对于具体物件属于“咩垃

圾”，仍需一段时间学习和适应。 近日，天

河区车陂街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垃圾分拣

员队伍，由专职环卫工人与志愿者组成，

通过“二次分拣”做到垃圾精准分类，从

而配合垃圾运输与处理工作。

“分拣员”上岗，日拣 2000公斤

早上 6 时许， 车陂街环卫工向泽伟

来到城市假日园小区垃圾房上班。 等到

垃圾清运车驶来， 他就开始一天 7 小时

的垃圾分拣工作。

据悉， 自从广州吹响垃圾分类工作

号角以来， 车陂街就筹备建立一支二次

分拣员队伍， 专门针对居民“分得不准

确”“分得不仔细”等问题进行查漏补缺，

从而保证四类垃圾精准分开。 车陂街首

先在 3 个市创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样板

小区设置垃圾分拣岗， 同时鼓励各小区

自 发 选 址

做 好 二 次

分拣工作。

目前，车陂

街 环 卫 站

环卫工、小

区物管人员、 居民志愿者都加入这支队

伍。 在这支队伍里，以向泽伟为代表的环

卫工是垃圾分类专业人士， 他们先学会

垃圾分类条目，再培训分拣员。 按照最新

版《广州市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指南》， 分拣员要自行背熟 1800 多个细

目的垃圾，才能快速处理垃圾。 向泽伟介

绍，以城市假日园小区为例，他和另一个

退休居民志愿者， 一天分拣 14~15 桶垃

圾，至少有 2000 公斤。

“例如，用报纸包着的涂料，属于什

么垃圾？ 有害垃圾还是可回收垃圾？ ”向

泽伟说，按照规定，这些难以区分的垃圾

都属于“其他垃圾”，分类后将统一进行

焚烧发电或卫生填埋等无害化处理。 餐

厨垃圾则是堆肥处理， 要求达到 85%以

上的纯度才能收运清走。“一般人都不敢

来，因为坐在垃圾里几个小时，太臭了。 ”

向泽伟说到。 记者看到，在大暑天里，垃

圾房仅有一把大风扇， 围绕分拣员的却

有十多桶垃圾。 他们需要对每一个垃圾

袋进行破袋分拣。

楼下设桶，逐步培养分类习惯

向泽伟表示， 尽管垃圾分拣工作很

辛苦，但是 70%的居民已经做到把干湿垃

圾分别装好，让分拣员工作起来很省心。

在垃圾分类工作推行过程中， 培养

居民习惯很重要。 车陂街 3 个市级生活

垃圾强制分类样板小区之一的阳华国花

苑小区从 2014 年起就推行楼层不设桶，

如今推进垃圾分类获得大部分业主支

持。 住在小区和祥街 7 号的业主巫银燕

有两个上小学的孩子， 小区始宣传推行

垃圾分类时，孩子们主动拉妈妈去参加。

巫银燕介绍， 目前家中设有一个餐厨垃

圾桶和一个存放纸皮的区域， 电池等有

害垃圾就扔到小区的专门垃圾桶，“分不

清的时候，还是孩子教我的。 ”

据悉， 该小区经常举办垃圾分类竞

赛、文艺汇演、有奖问答等活动，每季度

举办一次垃圾分类星级家庭评比。 物管

人员也会定期指导，引导居民合理投放。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李建基）

到肇庆看“卧

佛含丹”奇观去。 记者从广州

市五羊天象馆获悉， 明日17

时，广东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

园“观佛台”， 将举办七星岩

“卧佛含丹” 天象奇景观赏活

动。 活动过程有独唱、太极、瑜

伽、舞蹈和放飞百鸟等表演。

据了解，17日18时许，如果

天色晴朗，夕阳将降临在七星

岩仙女湖中的天然大卧佛上

方。 届时，湖水泛金，蓬船摇

荡，百鸟齐飞，游客如云，景色

迷人。 圆圆的红日在卧佛口中

徐徐落下。

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介

绍，在肇庆仙女湖“观佛台”观

看“卧佛含丹”奇观，今年最佳

时间可连续观赏两天。 其中，

16日，夕阳在卧佛口中靠近上

唇位置落下；17日， 夕阳在卧

佛口中靠近下唇位置落下。 近

几天，夕阳西沉的位置每天比

上一天稍稍向南移动

（卧佛方

位是头北脚南 ）

。 因此，在9月

中旬不同的日期，观赏者要适

当调整观看位置，才能拍摄出

红日恰好落在卧佛口中的理

想相片。

据了解，“卧佛含丹”这一

自然的天文地理奇观，最早在

1992年9月中旬被当地摄影爱

好者发现。 此后，每年“秋分”

（

9

月

23

日）

前夕和“春分”

（

3

月

21

日 ）

稍后，都有潮水般的各

地游客前来观赏和拍摄。

忘带身份证？ 出示二维码就能登机

“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证明”在白云机场上线

T1 航站楼

值机柜台：国内值机主任柜台

（航站楼三层出发厅

2

号门和

15

号门内）

安检验证台：国内安检 A 区 4、5、16 号通道；B 区 13、14、24 号通道；

T2 航站楼

值机柜台：国内 C、D、E、F、G、H 各值机区

安检验证台：国内安检 18、20 号通道，以及头等舱通道。

操作流程

1.微信搜索“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

2.授权登录后，按照提示填写个人相关信息；

3.确认同意身份核验的申请；

4.根据手机提示，进行人脸识别；

5.验证成功后，即时生成电子临时乘机证明。

6.前往指定值机柜台和安检验证台，办理值机手续和接受安全检查。

临时乘机证明查验设备分布

保证垃圾“纯度” 二次分拣员上岗

天河区车陂街组建“专业 +志愿”垃圾分拣员队伍，保证垃圾分类精准度

明日去肇庆

看“卧佛含丹”奇观

电子临时乘机证明查验设备启用。

通讯员 供图

垃 圾 分 拣

员 要 熟 记 垃 圾

类别 ，进行快速

手工分拣。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垃圾分类在行动

广州街道逐个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