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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8 点，2022 国际足联卡塔尔世界

杯暨 2023 亚足联中国亚洲杯联合预选赛

第二轮中国队对关岛队比赛将在天河体育

场举行。 广州警方发布特别提醒：观看世界

杯预选赛，在入场时需要查验身份证，请随

身携带好证件，以免影响入场观赛。 同时，

现场将采取严格的安检措施， 请不要携带

横幅等助威物品、 瓶装水和充电宝等物品

进场。

足球赛事前后， 天河体育中心周边车

流量较大， 请观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前往，车辆和行人请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不

得扰乱公共秩序， 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

挥。 做个遵纪守法的文明市民，共同营造文

明热情有序的主场气氛。 在观赛中，球迷观

众不得以任何形式扰乱赛场和看台秩序，

制造事端。

奚慧颖 公新文

广州警方发布今晚世预赛观赛提醒

请带身份证 勿带瓶装水充电宝

8日白天到9日早晨， 珠三

角大部和粤西出现了小到中

雨， 其中珠三角中北部的部分

乡镇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 广

州降雨主要集中在前日夜间到

昨日早晨，除增城、从化外，全

市大部出现明显雷雨， 累计雨

量达到大到暴雨， 白天转为多

云天气。 预计，10~11日大致天

晴，气温略有上升；12日开始受

冷空气影响， 广州渐转阴雨天

气，气温逐渐下降。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

广东大部分市县维持晴到多云

或多云天气，最高气温上升。 天

气仍较干燥， 注意森林防火和

家居用火安全。 具体预报如下：

10日~11日， 广东大部晴到多

云；12日， 广东大部多云为主，

粤北和粤东的部分市县有分散

（雷）

阵雨。

广州今日晴到多云， 气温

介于24℃~33℃之间，吹轻微的

偏南风；明日晴到多云，气温介

于23℃~33℃之间，吹轻微的偏

南风。

黄熙灯

观

天气

今明晴到多云

干燥天气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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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不到 2 个月就能拿到小

车驾驶证，是怎么做到的？ 昨日，记者

从广州交警获悉了一份驾考预约的

“秘笈”，可以快速预约到考试。

第一， 预约考位利用率低的考

场。 根据广州交警公布的数据，8 月

份，考位利用率低于 80%的考场有：化

龙科目二、化龙科目三路考、番禺科

目三路考等考场。 所以觉得科目二、

科目三难预约的学员，选择化龙科目

二、化龙科目三路考、番禺科目三路

考三个考场，几乎是随约随有。

第二，要按照系统提示掌握正确

的预约步骤。 正确完成预约，并了解

约考机制，及相关时间节点，才能高

效约考。

奚慧颖 交宣

这三个驾考考场

预约成功率高

@

球迷，这些行为不可有

云梧高速、肇阳高速局部路段昨起将

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本次施工将采

取“全封闭、分阶段”形式，管制时间为21

天，从10月9日至10月29日，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0月9日0:00至10月14日

24:00对S51肇阳高速莫村立交（K57+302）

至双凤立交（K30+000） 广州方向路段、

G80广昆高速双凤立交(K122+300)至云浮

东立交（K89+704）广州方向路段全封闭

施工。 第二阶段：10月15日 0:00至10月16

日24:00对S51肇阳 : 高速罗岭隧道入口

(K34+755)至道村尾隧道出口（K36+454）

岑溪方向路段、S51肇阳高速莫村立交

（K57+302）至双凤立交（K30+000）广州方

向路段全封闭施工，宋桂站封闭广州方向

入口。

成小珍 陆桥轩 徐春清

十二号线白云文化广场站明起围蔽施工

近日， 记者从广州地

铁获悉，经交管部门同意，

为建设地铁十二号线白云

文化广场站， 施工单位计

划于 10 月 11 日夜间起对

齐富路

（云城西路—展览

路段）

实施围蔽，届时该路

段的交通组织将有调整。

十二号线白云文化广

场站位于齐富路下方，呈

东西走向， 为地下三层岛

式车站， 全长 177.9 米，标

准段宽 23.6 米。 十二号线

白云文化广场站建成后，

将与二号线白云文化广场

站实现换乘。

目前， 齐富路为双向

八车道，宽 34.6 米，车流量

相对较小。 广州地铁组织

专家对围蔽施工方案进行

了多次优化研究， 为了减

少地铁施工对市民出行的

影响， 最终选择分两期进

行围蔽施工。

刘俊 地铁宣

10 月 11 日夜间对齐富路

（云城西路—展

览路段）（含中央绿化带）

进行围蔽，围蔽区域

长 245 米，主要进行地面附着物和管线迁改、

结构施工，计划 2023 年 1 月完成。

期间，围蔽占用齐富路

（云城西路—展览

路段 ）

西向东车道及人行道，同时，齐富路车

道及人行道向北移 20 米，车道由双向 8 车道

改为双向 5 车道通行

（由东向西

3

条车道，由

西向东

2

条车道）

，同时北侧预留 2 米宽人行

道。 为方便施工期间车辆绕行，云城北一路与

云城西路、云城东路路口将增设信号灯，开放

路口的左转通行。

第一期围蔽施工期间， 社会车辆可通过

齐富路、云城西路、云城东路、云城中一路、云

城中二路、云城中三路正常通行，原行人通行

方式不变。 因齐富路车道由双向 8 车道改为

双向 5 车道， 建议社会车辆从云城北一路绕

行。

具体指引：

云城东路往云城西路方式：云城东路-云城北一路-云城西路。

云城西路往云城东路方式：云城西路-云城北一路-云城东路。

11 月 7 日夜间将对展览路进行围蔽

（齐

富路—云城中三路段）

，在保留原有的一期围

蔽同时，展览路采取全封闭式围蔽，围蔽区域

长 240 米，主要进行地面附着物和管线迁改、

结构施工，计划 2023 年 1 月完成。 届时，原通

过展览路前往云城中三路的车辆， 可绕行云

城东路或者云城西路，进入云城中三路。

第二期围蔽施工期间， 社会车辆禁止通

行展览路， 可从云城东路或云城西路绕行至

云城中三路，原行人通行方式不变。

具体指引：

齐富路东向西至云城中三路方式：齐富路-云城西路-云城中三路。

齐富路西向东至云城中三路方式：齐富路-云城东路-云城中三路。

第一期围蔽计划

第二期围蔽计划

云梧高速、肇阳高速局部路段

昨起实施交通管制

晴到多云

24～33℃

今日天气

吹轻微的偏南风

明日天气

23～33℃

吹轻微的偏南风

晴到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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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槎神大道

（鸦岗大道—北

太路）

项目进行环评公示。 为支撑广

州集装箱中心站的开发建设，保障中

心站建成后的货运正常集散，广州市

白云区住房建设和交通局

（原广州市

白云区住房和建设局）

拟实施建设槎

神大道

（鸦岗大道—北太路）

。 工程总

投资 399888 万元， 南起白云区鸦岗

大道、北至北太路，预投产期为 2022

年 12 月。 道路规划为城市主干道，设

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双向 10 车道，

全长约 7.9 公里。 全线设置流溪河大

桥一座。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

程、桥梁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

照明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绿化景观

工程等。

欧嘉福

白云区投资约 40 亿元

新建槎神大道

@

球迷，这些行为不可有

有以下行为的，将被及时予以制止并视情依法处理：

●翻越护栏、踩踏座椅以及向比赛场地或观众座席投掷物品；

●长时间站立等遮挡他人视线、或影响他人观赛的行为；

●进入贵宾区、工作区及比赛场地等非观众区域；

●其他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影响赛事顺利进行或

妨碍他人观赛的行为；

●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其他工作人员；

●任何形式的赌博行为；

●任何游行、静坐、示威行为、酒后滋事、裸奔及其他扰乱现场活动秩序

和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

●比赛结束后，请观众理性对待赛果，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克制，有序退

场，不要滞留、聚集在现场及周边地区。

绿茵看台绝非法外之地，球迷观赛请文明理性。 广州警方重申，对任何实

施扰乱公共秩序、聚众滋事的不法行为，警方将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处理。 请安

全文明观赛，展示文明赛场的良好风貌。

第一期围蔽计划

第二期围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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