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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昨日早上6时五山站

录得的气温较之1日6时下降了

7.1℃。 5日至6日，还有冷空气补

充而来，大家可以继续愉快地穿

冬装了。广州今日仍受冷空气影

响，晴冷天气持续，风力逐渐减

小。 此次冷空气过程最低气温出

现在3日或4日早晨，北部山区最

低气温将降至5℃左右；4日冷空

气影响减弱，气温回升。 5日又受

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云量增多，

气温下降。

气象部门预测，今日全省大

部分市县晴天。早晨最低气温方

面，粤北市县和肇庆为5℃～8℃，

其中高寒山区4℃或以下， 其余

市县9℃～13℃；4日，南海沿海市

县晴转多云，其余市县晴天到多

云。 粤北市县早晨最低气温为

5℃～9℃， 其中高寒山区最低气

温4℃～5℃，南部沿海市县12℃～

15℃，其余市县9℃～12℃。

广州今日晴天， 气温介于

10℃～21℃之间， 吹轻微至和缓

的偏北风；明日晴到多云，气温

介于10℃～23℃之间， 吹轻微的

偏北风；5日， 多云， 气温介于

13℃～20℃之间。

黄熙灯

观

天气

风力逐渐减小

今明最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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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供水安全，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将于2019

年12月13日起对教育路供水管道实施改造工程。 围蔽施

工期间，该区域供水暂不受影响。

因施工路段在教育路

（中山路口至西湖路口 ）

，需占

用东侧两车道施工。 施工期间该路段调整为北往南单向

通行，请过往车辆绕行中山路、西湖路、起义路等路段，根

据相关交通指引指示行驶，听从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3

日

供水管道改造

教育路13日起围蔽施工

记者从广州市交通部门获悉，为组织白云山麓湖越秀

山连通工程施工需要，广州市广园路建设公司计划于12月

4日凌晨0时至12月8日24时， 对环市中路越秀公园北门至

陶瓷大厦段南侧辅道及人行道实行24小时全封闭，封闭道

路长约200米，该路段左侧两车道可正常通行。

原途经该封闭路段的车辆可前行至桥下绕行通过封

闭区域， 行人可经该路段的行人专用疏解线路绕行通过。

请过往司机密切留意该路段交通动态信息， 提前绕道行

驶，合理选择出行线路。 行经该路段车辆和行人请服从现

场交通疏导人员指挥。

刘俊 交通宣

环市中路部分路段明起封闭施工

本月还有三次冷空气

其中两次或携雨而来

昨日， 广州市气象局

发布《2019年11月广州市气

候影响评价》

（以 下 简 称

《气候影响评价》）

。

据了解 ，11月全市平

均气温20.8℃，较常年同期

偏高1.3℃；除黄埔、增城和

荔湾有一天降小雨外，全

市整月无雨。 预计，12月气

温偏高，降水仍然偏少，有

4次冷空气影响广州。 除正

在“发威”的冷空气外，本

月还有3次冷空气将影响

广州， 另外还有两次降水

过程。

昨日下午，广东连山、

韶关、仁化、南雄发布了今

年下半年以来首个寒冷橙

色预警。 预计，受冷空气和

晴空辐射降温影响， 这些

地区的最低气温将降至

5℃以下， 或日平均气温维

持在10℃以下。

这次冷空气是1日夜

间抵达广州的， 虽然是弱

冷空气， 但受其影响加之

晴空辐射降温叠加影响，

广州气温还是明显下降不

少。 记者从广州市气象台

了解到，昨日6时五山站录

得的气温为12.5℃， 较之1

日6时下降了7.1℃。

据了解，本月还有3次

冷空气将影响广州， 分别

为6日至8日、16日至19日和

23日至25日。 其中，6日至8

日为弱冷空气，16日～19日

为中等强度冷空气，23日～

25日则为中等偏强的冷空

气。 此外，还有两次降水过

程：16日～18日有小雨 ，23

日～25日有中雨。 不过，12

月降雨可能继续偏少。

从日期上看， 预计中

的两次降水和冷空气到来

时间重合。 也就是说，16

日～19日、23日～25日的两次

冷空气都是携雨而来———

湿冷！ 不过现在下定论还

为时尚早， 天气如何还存

在很大变数。

黄熙灯 陈碧强

自今年9月以来， 广州雨水相

对明显偏少。

统计显示，9月18日～11月30

日， 广州市平均雨量仅40毫米，与

常年同期相比偏少74.4%， 历史同

期第六少； 空间分布上北少南多，

从化、花都东部、增城北部不足25

毫米。从化国家气象站期间累计雨

量只有4.6毫米， 比常年同期值少

96.6%，为历年同期最少。 除10月9

日和13日出现局部中到大雨外，其

余时段均维持晴好天气，再加上西

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

西，副高下沉气流带来长时间晴热

天气， 期间全市平均气温23.4℃，

较常年同期偏高0.6℃； 全市平均

日照时数585.7小时， 较常年同期

偏多33.2%。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

使得水分亏缺不断增加。据气象干

旱监测结果显示， 截至11月30日，

广州市区、从化、花都、增城为重度

气象干旱，番禺为中度气象干旱。

降水偏少不仅使得火险危险

系数持续走高， 亦对农业生产不

利。 据调查，今年春节桃花花蕾将

明显减少。

气温偏高， 降水仍然偏

少。 预计本月仅有2次降水过

程， 其中16日～18日将有小

雨，23日～25日将有中雨。

11月气候数据

知多 D

春节桃花花蕾

将明显减少

气温

全市平均气温：

20.8℃，较常年同期偏高1.3℃

各区平均气温：

19.0℃～22.2℃，东北低、西南高，

与常年同期相比偏高0.3℃～1.9℃

月极端最高气温：

30.8℃～32.6℃（11月1日～3日）

月极端最低气温：

8.2℃～14.0℃，（11月29日～30日）

降雨

全市月平均雨量：

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倍

各区月平均雨量：

0.0～0.2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

99.5.%～100%

日照

全市月平均日照时数：

250.4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多43.2%

灰霾日数：

1.0天，较去年同期偏少3.4天，较近

10年同期偏少3.5天

12月气候预测

晴天

10～21℃

今日天气

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

明日天气

10～23℃

吹轻微的偏北风

晴到多云

紫外线指数：强

防护措施：10时至16时避免

外出或尽可能在遮阴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