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云

20～28℃

吹轻微的偏北风

明日天气

20～30℃

吹轻微的偏北风

晴间多云

紫外线指数：强

防护措施： 上午10时至下

午4时避免外出，或尽可能

在遮荫处

首款面向智慧养老的服务机器人吸引

参观者询问。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出前一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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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今年第22号台风“麦德

姆”外围云系影响，昨日广州气

温有所抬升， 但最高气温仍维

持在较低水平， 像五山观测站

昨日最高气温仅26.2℃，所以整

个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 预计，

11月1日-2日冷空气影响减弱，

广州市气温回升，云量减少，早

晚有轻雾或轻微灰霾，11月3日，

有新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广州，

云量增多，气温略降。

气象部门预测，11月1日-

11月4日，受冷空气影响，广东省

大部市县晴到多云，早晚清凉，

气温日较差偏大，湿度较小。 具

体预报如下：11月1日，雷州半岛

有阵雨局部大雨， 其余市县晴

天到多云，早晚清凉，气温小幅

上升；11月2日，韶关和清远的北

部市县晴转多云到阴天， 雷州

半岛多云局部有阵雨， 其余地

区晴到多云，早晚有轻雾或雾，

气温小幅上升。

广州今日多云， 气温介于

20℃至28℃之间，吹轻微的偏北

风； 明日晴到多云， 气温介于

20℃至30℃之间，吹轻微的偏北

风。

黄熙灯

今日天气

观

天气

受新冷空气影响

后天气温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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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老人可去东北三省旅居养老

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老人出门旅游，可在相应省内申请入住养老院

有嘢到

1.

考点设置

音乐术科统考：星海音乐学院

（大学城校区）

；

舞蹈术科统考：星海音乐学院

（大学城校区）

；

广播电视编导术科统考：华南农业大学；

美术术科统考考点设置在各地市， 具体地点由各地

市招生办公室安排,考场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编排。

广东老人去东北旅游，可申请入住当地

的养老机构。 昨日，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老龄

产业（

广州

）博览会上，广东、辽宁、吉林、黑

龙江省民政厅共同签署旅居养老合作框架

协议， 届时四省老人流动到相应省份旅游、

居住，均可申请入住当地的养老院。

据介绍，广东省和东北三省气候上有天

然的互补，比如黑龙江夏天平均气温20多摄

氏度很宜居，而广东的夏天湿热。 广东的老

人可以去东北三省旅游、居住。 广东的冬天

对东北老人来说也是天然的气候疗养。 根据

协议， 将建立四省旅居养老产业合作机制；

研究建立四省旅居养老对口合作产业服务

平台； 探索建立南北互动的旅居养老模式。

此外，还将推进四省旅居养老服务市场健康

发展，研究制定《老年人旅居养老服务规范》

标准，规范旅居养老市场。

黄艳 莫冠婷 宣力

非接触式雷达实时监测长者居

家安全、自主移动“守护”家庭环境

的智慧养老机器人、“开门式” 的浴

缸……昨日上午， 第六届中国国际

老龄产业（

广州

）博览会在广州保利

世贸博览馆拉开序幕，300多家国内

外养老企业亮相， 带来老龄产业中

的新产品、新技术。

“当老人居家以外摔倒或生命

体征出现异常时， 机器人会自主前

往事发区域确认， 然后通知家人或

社区紧急救护；家人还可以通过App

控制机器人运动， 远程查看事发详

细状况，准确决策并高效行动。 ”弗

徕威智能机器人的展台旁， 聚集了

大量参观者。

据介绍， 这是首款面向智慧养

老的服务机器人， 除了人体安全看

护外， 还可监测家中出现可燃气泄

漏、异常漏水、烟雾甚至陌生人入侵

等异常， 易懂到事发区域后通过视

频拨打给紧急联系人。 此外，还有慢

病管理、健康计划、用药提醒和智能

生活功能，如同机器“管家”。

记者现场看到， 参展企业包括

养老机构、康复机构、产业研究院、

中老年教育、床上纺织用品、医养家

具等，从日用品到智能设备、从产品

到服务模式， 涵盖了养老领域的完

整产业链。

廖温勃 许泳仪

签订框架协议后， 广东老人

入住东北三省的养老院可享受到

什么样的服务？ 广东省养老服务

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 四省将

整合适合旅居养老的养老机构的

资源，将养老机构纳入进来,“广东

的老人都喜欢出门旅游、居住，对

老人来说出门旅游居住最关注的

是安全健康问题，四省联动后，老

人们去相应的地方旅游可申请入

住纳入的养老机构， 老人入住可

能从一周到几个月不等， 这些养

老机构很欢迎他们入住， 收费标

准和当地老人入住标准一样，价

格有高有低，根据个人选择。 ”

如果养老院床位紧俏， 无法

供应给短期入住的老人该如何应

对？ 许晓玲称，养老床位紧俏的往

往是公办老人院， 还有很多民办

养老院床位是空缺的，“通过旅居

养老对四省养老机构最大的利好

是可以盘活这些空置床位。 而且

养老机构有安全的医疗保障队

伍、康复设施、娱乐设施等，相对

于酒店来说， 养老机构对老人特

有年龄段的需求针对性更强”。 据

悉， 广东省第一批已经有30多家

养老机构加入。

可享受与当地老人同等服务

第六届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广州）博览会开幕

300多家养老企业亮出拿手产品

2020年广东省普通高考艺考今起报名

日前，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

《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考试招生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根

据办法，2020年普通高考艺术类考

生的报名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至

11月10日。

据了解， 艺术类专业术科考试

分为省统考和校考。 省统考由省教

育考试院组织，采取全省统一命题、

统一考试、统一评卷

（面试评分 ）

的

形式。校考由招生院校组织。省统考

分为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和广播

电视编导类四个统考类别， 艺术类

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种，不得兼报。

同时， 省统考涵盖的或使用省统考

成绩的艺术类专业， 考生必须参加

省统考。

值得注意的是， 在普通高考报

名期间，拟报考艺术院校

（专业 ）

校

考的考生无法确定所报考专业是否

属艺术类省统考涵盖的专业， 应先

报名参加省统考。 普通高考报名期

间未填报省统考类别的， 逾期不再

补报，不安排统考。

晏文龙 粤考宣

准考证打印时间安排

●

报考美术术科统考和广播电视

编导术科统考的考生须在

2019

年

11

月

22

日

-11

月

30

日登录广东省普高报名系

统 （网址 ：

www.eeagd.edu.cn/pgks

）自行

打印准考证。

●

报考音乐术科统考的考生须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

09:00-2019

年

12

月

31

日

24:00

登录星海音乐学院招生网（网址：

http://zs.xhcom.edu.cn

） 填报各科目的

考试曲目，逾期填报无效。此外，还需要

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起登录星海音乐学

院招生网自行打印准考证（未填报考试

曲目的考生不能打印准考证）。

●

报考舞蹈术科统考的考生在普

通高考报名时须在中国古典舞、中国民

族民间舞、芭蕾舞、现代舞、当代舞五个

舞种项目中选择一个应试舞种，考生须

对自己应试舞种的填报负责，填报一旦

确认不得修改，并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起

登录星海音乐学院招生网自行打印准

考证。

报考非统考舞种及须参加舞蹈术

科统考涵盖专业校考的考生，须填报校

考信息。

艺术类考试相关安排

2.

考试时间

美术：2019年12月1日；

广播电视编导：

2019年12月1日；

音乐：2020年1月2-13日；

舞蹈：2020年1月14-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