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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早晨的最低气温，珠三

角北部和粤东的部分市县、粤北

市县较19日早晨下降了1～3℃，

其余市县与19日早晨基本持平。

未来一周， 晴天和多云为主，仅

在23日在

（弱 ）

冷空气影响下有

望迎来一丝阵雨。 预计，未来两

天广州市天晴干燥天气持续，早

晚略感清凉， 白天阳光充足、紫

外线强烈。

气象部门预测，21~22日，广

东全省大部晴到多云，早晚有轻

雾或雾，森林火险等级高，中北

部和粤东市县早晚清凉；23日韶

关、清远和肇庆多云，有分散阵

雨， 气温略降。 具体预报为：21

日，南部沿海市县多云，其余市

县晴间多云，全省大部市县早晚

有轻雾或雾，最高气温介于28℃

～32℃之间；22日，韶关和清远的

北部山区市县晴转多云，局部有

阵雨，全省大部市县早晚有轻雾

或雾，最高气温介于28℃～32℃之

间；23日，韶关、清远和肇庆的北

部山区市县24～27℃，其余市县介

于28℃～32℃之间，粤北和珠三角

的其余市县、粤西市县多云局部

有阵雨， 其余市县晴到多云，23

日白天最高气温。

黄熙灯

今日天气

观

天气

周三有冷空气

或带来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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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至珠海

搭巴士只需 8.8元

有嘢到

登记不动产 12项材料免纸质版

10 月 27 日起， 民航将进入冬春航季。

随着新航季的开启， 各大航空公司根据市场

与运力， 调整和优化航线布局。 记者从九元

航空获悉： 在今年冬春航班换季之际， 将开

通首条广州至辽宁营口、 内蒙古包头低成本

航线。

据介绍， 广州至辽宁营口航线计划本月

27 日开通， 该航线是经停航线， 每周逢二、

四、 六、 日往返各一班。 单程机票仅售 699

元， 相当于全价机票 2.8 折。 10 月 28 日，

九元航空还计划开通广州到包头新航线。 该

航线每周逢一、 三、 五往返各一班。 单程机

票 629 元起， 相当于全价机票 3.4 折。

据悉， 新航线机票即日起可在九元航空

官网、 微信、 APP 以及携程网九元航空旗舰

店、 去哪儿网九元航空旗舰店、 飞猪网九元

航空旗舰店、 同程网九元航空旗舰店等渠道

进行购买。

成小珍

广州公交集团二汽公司

如约城际巴士优惠来袭！ 目

前， 广州至珠海仅需8.8元，广

州至深圳仅需9.9元，广珠线每

天至少开出7趟， 周末至少开

出13趟； 广深线天天出发，每

天7~14班车。 优惠截止日期请

留意“广州公交集团”公众号。

需要购买车票的市民，可

通过“广州公交集团”微信公

众号，在菜单栏选择“公交出

行”→“城际巴士”， 根据需要

选择班次车票， 购买支付即

可。

刘俊

地铁补票

可使用手机支付

你是否有试过地铁卡不够钱，去

客服中心补票， 但工作人员只收现

金，而你只带了一部手机的尴尬？ 从

昨天开始，广州地铁线网各站客服中

心将实现非现金收款功能， 也就是

说，就算需要补票，只要你有手机就

可以实现移动支付了。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点赞，有网

友表示，之前在植物园地铁站做志愿

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乘客没带现金无

法补票， 现在出门带现金的人真不

多， 也很难找到带现金的好心人帮

忙。“那时候觉得只能用现金不合理，

很高兴现在终于可以扫码了。 ”

刘俊

近日， 记者发现微信上线了一款

“滴垃”小程序，市民可通过小程序享受

到网约代扔垃圾服务。小程序提供投放

垃圾、物品回收、公益呼叫等服务。也就

是说，市民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上预

约让专业人员上门代扔垃圾。

其中， 预约上门扔垃圾的服务费，

将用根据垃圾的种类收取。大件垃圾受

代扔垃圾服务费在30元到90元不等；3

公斤以内的餐厨垃圾或其他垃圾，需收

3元的代扔垃圾服务费。 物品回收提供

可回收物收卖服务，居民可通过小程序

变卖有价值的可回收物，如纸皮、矿泉

水瓶等。可回收物一般为3公斤起卖。公

益呼叫面向孤寡老人和特殊人群，需单

独开通服务。目前，小程序仍在试运行，

仅对黄埔花园及保利学府里小区开放，

其他小区服务稍晚开通。

欧嘉福

三号线东延段

多工点全面动工

近日， 三号线东延段番禺广场至番

禺客运站区间盾构始发井、 番禺客运站、

海傍站等三个工点率先全面动工； 同期，

厦

滘

车辆段扩容工程也全面启动。

据悉， 三号线东延段线路全长 9.6

公里， 均为地下线， 共设 4 座车站， 其

中海傍站与地铁四号线换乘， 是串联番

禺、 南沙两区的一条重要轨道交通线路。

截至目前， 三号线东延段正在全力

推进前期征地拆迁、 绿化迁移、 交通疏

解和勘察设计等工作。 4 座车站中， 2 座

已开工； 4 个区间中， 番番区间盾构始

发井已开工。

刘俊

懒得扔垃圾？ “滴垃”小程序帮你忙

日前， 广州市正式启动不动

产登记精简申请材料、 压缩办理

时限第四阶段的工作。据悉，不动

产登记12项材料可免提交纸质材

料，最快2个工作日内办结。

这12项申请材料包括相关部

门能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营业执

照、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结

婚证、离婚证、出生医学证明、个

人社保缴款明细、人才绿卡、优粤

卡、公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同时，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应用不

动产统一登记平台证照共享模块

核验申请人资料，降低行政风险。

今后，除涉及历史遗留问题、

非公证的继承登记等复杂不动产

登记外，实现土地、房屋、海域、林

权等不动产一般登记4个工作日

内办结，抵押登记2个工作日内办

结。 同时，业务流程进一步优化，

不再将实地查看设定为在建工程

抵押登记、 自然人自建房首次登

记、分割合并登记、因房屋灭失导

致的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的必备

环节， 改由申请人明确并承诺申

请登记的不动产自然状态与现状

一致。

奚慧颖

航班时刻

广州=营口（经停合肥）新航线

去程航班：2AQ1279

去程时间：09：50

（广州起飞）

，12：00

（经停合肥

)；12：50(

合肥起飞

)，

15：00(

抵达营口

)。

回程航班：2AQ1280

回程时间：15：50

（营口起飞）

，18：10

（经停合肥）

；19：00

（合肥起

飞）

，21：20

（抵达广州）

。

广州=包头（经停合肥）新航线

去程航班：2AQ1277

去程时间：09：50

（广州起飞）

，12：00

（经停合肥）

；12：50

（合肥起

飞）

，15：20

（抵达包头）

。

回程航班：2AQ1278

回程时间：16：10

（包头起飞）

，18：10

（经停合肥）

；19：00

（合肥起

飞）

，21：20

（抵达广州）

。

街坊出行请注意

广州至北方小众低价航线即将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