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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广州南站获悉，“国庆”黄金周运

输期间， 预计广州南站发送旅客378万

人，日均37.8万人，同比增加68万人，增

长22%，最高日

（

10

月

1

日 ）

将突破42万

人，创建站以来最高纪录。 预计到达旅

客332万人

（日均达到

33.2

万人）

，最高日

（

10

月

7

日）

预计到达41万人。

北京方向旅客需提前两个小时到达

据广州南站党委副书记刘慧介绍，

为确保安检通道畅通和安检质量， 广

州南站对三层安检通道进行了优化改

造， 新增 12 条安检通道。

新增改造后， 三层候车室共计有

44 条安检通道

（

38

条一次安检 ，

6

条

二次安检）

。 同时车站将东安检区域旅

客安检排队通道布局重新调整， 优化

设置重点旅客、 急客、 军人通道， 以

便于旅客快速辨认安检通道入口， 确

保国庆大客流期间安检通道畅通。

此外， 为畅通旅客进站流线， 广

州南站新增 19 台自助实名制验证设

备， 合计 71 台。 并对车站东北进站

口、 东平台进站口、 西北进站口和西

平台进站口四个实名制验证区域的自

助验证设备和人工通道的布局进行优

化和调整， 把自助验证设备设置在旅

客进站流线最近的位置。 另外， 记者

在现场看到， 每组自助验证设备和人

工通道上方安装醒目灯箱提醒， 引导

不同证件的旅客正确使用通道。

刘慧表示， 进京的二次安检从 9

月 18 日开始到 10 月 8 日结束。 “在广

州南站进入付费区的旅客， 只要是进

京方向的， 或者是到了广州南需要转

乘去北京方向的， 到达候车室后都要

进行二次安检。” 刘慧提醒旅客提前一

个半小时到达南站候乘， “到北京方

向的旅客则建议提前两个小时到达广

州南站。”

6个新停车场 国庆前启用3个

据广州南站管委会综合治理科王

勇军介绍， 番禺区政府针对送旅客进

站拥堵的问题， 先后两次对南站东西

出发平台的交通设施进行优化， “目

前送旅客拥堵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王勇军说， 但如果客流量维持在 60 万

到 70 万情况下， 早上 5 点钟在广州南

站也会形成一个早高峰， 会产生拥堵。

王勇军呼吁， 市民可以选择南站的南

北路直接进站， 避免在东西平台扎堆

产生拥堵。

王勇军表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地方政府将新建 P9 停车场

（出租车专

用）

， 将长期在南站北路和石山大道候

乘的出租车全部集中在 P9 进行候乘，

恢复南站北路和石山大道的交通功能。

此外， 新建的 P10 停车场， 对社

会车辆开放的同时， 也准备将外围的

网约车集中起来进行管理。 另外地方

政府也争取到 4 块储备用地 ， 兴建

P11~P14 四个停车场。 王勇军告诉记

者， 国庆前将启用 P9、 P10、 P11 三个

停车场， 1000 个停车位。 这 6 个停车

场届时将超过 2000 个停车位。

3个新停车场国庆前将启用

广州南站新增1000停车位

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充分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科技展示手

段， 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图

强、 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越， 清晰

展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

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深刻揭示

新中国 70 年巨变背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

纪念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

路建成通车的浮雕， 定格恢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

的照片， 寓意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几

代人命运得以改变的场景， 展现安徽

小岗村 18 户农民在“大包干” 契约上

按下鲜红手印的群像， 反映上海浦东

开发开放旧貌换新颜的视频 ， 显现

1998 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 众志成

城的场面， 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光

影设计， 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

子反应堆模型， 展现全面深化改革进

程的说明， 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动

实践的沙盘， 展示人民军队官兵在强

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进的展板， 呈现

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 描绘区域发

展战略的地图， 模拟月球车、 “天眼”

等的模型， 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

大桥模型， 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

……展览长廊犹如时光隧道， 一张张

图片展板、 一件件实物模型、 一段段

视频资料、 一项项互动体验， 吸引了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 他们不时

驻足观看， 认真听取讲解， 询问有关

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

员等参观了展览。

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职责使命

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 强化底线思维，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奋力

推进广州实现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

新出彩”， 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

全、 发展利益中发挥广州作用、 贡献

广州力量。 深刻把握广州地处改革开

放和对敌斗争 “两个前沿” 的形势，

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 加强形势政策、 革命传统、 爱国

主义和国家安全教育， 推进军民深度

融合发展， 在夯实政治安全根基、 守

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南大门”、 保持

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 积极维护海洋

权益等方面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全

的时代使命。 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绝对领导， 压实各级党委

（党组 ）

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工作责

任制， 坚持稳增长、 促发展和保安全、

护稳定两手抓， 把国家安全工作与经

济社会发展同谋划、 同部署、 同落实，

确保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

部署在广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广州

警备区、 各区、 市直局以上单位、 市

管企业和驻穗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

防范安全事故 压实安全责任 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加强大型综合体、 “多合一” 场所、

高层建筑、 地下空间、 文博单位等重

点场所的安全检查， 加大巡山护林力

度。 二要做好旅游和群众性活动安全

保障， 盯紧国庆活动重点区域、 场所，

做好人流管控和疏导。 三要强化道路

交通安全， 加大路面见警率， 严查严

控中心区“五类车”。 四要强化建筑工

程安全， 对全市建筑工地进行拉网式

安全检查， 发现隐患及时治理。 五要

突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督促相关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执行领导带班值

守等措施。 六要做好三防工作， 加强

自然灾害监测预报、 会商研判、 群防

群治， 提前落实防范措施。 要按照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 失

职追责” 的要求， 坚决压实各级各单

位安全工作责任， 狠抓工作落实。

会议观看了安全生产视频短片，

通报有关事故处置情况。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公安局分别就建筑施工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发言。

（上接

A02

）

叶选平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

叶选平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

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

上午 9 时许， 汪洋等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叶选平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

哀， 向叶选平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并

与叶选平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转达习

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叶选平

同志亲属的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 叶选平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李希、 马兴瑞、 李玉妹、 王荣、

朱小丹、 黄龙云、 王伟中、 朱森林、

卢瑞华、 高祀仁、 黄华华、 李灏、 张

帼英、 卢钟鹤、 黄丽满、 欧广源、 林

树森、 范希贤和省有关领导同志及老

同志等， 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对叶

选平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总结大

会2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会上宣读了

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并致辞。

他在致辞中指出，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

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采取更加有力

的措施为广大技能劳动者成长成才创

造条件。 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健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全力

办好在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

赛。 希望参赛选手坚守初心，在技能成

才、 技能报国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作出更大贡献。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

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今年8月，在

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上， 我国选手共获得16金14银5铜和

17个优胜奖，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团体

总分第一名。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21年9月在上海举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熙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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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 秋分后北方“一场秋雨一场

寒”， 受弱冷空气补充和晴空辐射的

双重影响， 广州最低气温进一步下

降： 昨日早晨各区最低气温 15℃～

24℃ ， 其中从化站录得最低气温

15.5℃， 五山站录得的最低气温仅

21.9℃。预计未来三天，广州市晴朗干

燥天气维持，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清

凉，白天紫外线强烈，气温缓慢回升。

气象部门预测，今起三天，广东

省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 早晚清凉，

最高气温 31℃～34℃。

广州今日晴间多云， 气温介于

21℃至 32℃之间， 吹和缓的偏北风；

明日晴到多云 ， 气温介于 21℃至

32℃之间，吹轻微的偏北风；26 日，多

云到晴， 气温介于 22℃至 33℃之

间。

未来三天晴朗

干燥天气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