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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莞、 深圳及惠州等粤东方向车

辆北行 。

部分深圳、 惠州前往湖南、

江西方向的车辆可直接通过武深高速

进入韶关、 湖南。 部分深圳、 东莞往

清远、 湖南的车辆， 可通过莞深高速

至北三环高速， 或由广深高速新塘收

费站出， 行经 S118 后在中新收费站进

入北三环高速， 在大广高速北兴互通

转京珠高速北行， 或由肇花高速转入

广清高速； 惠州往清远、 湖南方向车

辆， 由广惠高速

（石滩互通 ）

接入北

三环高速北行。 出城高峰时段， 乐广

高速花山隧道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

建议旅客根据实时路况选择广清高速

或京珠高速绕行。

2.

佛山 、中山 、珠海等方向车辆北

行。

佛山、中山、珠海北行方向，建议通

过佛山一环北延线进入沈海高速，或通

过炭步立交经S267、S118、S114， 在国泰

收费站进入肇花高速；或经聚龙互通进

入广清高速， 由广清高速进入肇花高

速。 去往清远、湖南方向的可转入许广

高速；去往韶关、湖南方向的可转入广

乐高速或京珠高速；去往江西方向的转

入大广高速。

3.

中山、珠海等方向车辆东行 。

中

山、 珠海等方向车辆东行去往东莞、深

圳及惠州等地的， 推荐三种绕行路线，

一是经广澳高速在横沥立交转南沙港

快速，经南二环高速以及新开通的南沙

大桥进入广深沿江高速或直行进入京

港澳高速；二是在广澳高速灵山收费站

出口出， 进入S358后搭乘虎门轮渡，再

经S358转入京港澳高速；三是经广澳高

速至黄埔大桥转广深沿江高速或京港

澳高速； 四是沿广澳高速转南沙大桥

（虎门二桥）

。

4.

机场高速绕行指引。

广州市区前

往机场方向， 为避开机场高速拥堵，建

议尽量选择地面道路前往。 东面车流可

行 驶 白 云 大 道 -G105 -G106、S115 -

S116-G106； 西面车流可以行驶机场

路-S114-S267、机场路-G106。

粤西、 粤东等地前往机场的旅客，

可选择通过北三环至花山立交进入机

场高速绕行，或通过北三环-花都大道-

空港大道从北侧前往机场，避开北二环

等拥堵路段。

5.

华南快速路绕行指引。

京港澳高

速

（太和立交至钟落潭段 ）

受花莞高速

施工影响， 双向主线超车道临时封闭，

该施工路段应急车道已临时改为慢车

道。 受变道影响，请各车主提前做好应

对，提前变道，保持车距，服从指挥，礼

让通行，或提前绕行。 建议沿白云大道

（或大源北路 ）

—广从公路方向离开市

区，或者通过省道S116转广从公路钟落

潭收费站进入京港澳高速，或直接通过

S378绕行。

为避开京港澳高速瓦窑岗段拥堵，

可在鳌头收费站驶离京港澳高速，通过

城鳌大道-龙潭大道绕行至汤塘收费站

进入京港澳高速继续北上。 同时，建议

前往瓦窑岗服务区休息加油的车主，可

选择在G106国道沿线加油站休息加油

后北上至汤塘站重回高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每

逢春运时期，旅客的如厕都是一个难

题。 1月13日，记者走访广州火车东站

发现， 车站不但有了装配式公厕，而

且还配备了洗手盆，洗手液，免费纸

巾等，如厕设施较为细致。据了解，今

年天河区城管部门在广州火车东站

区域共投放24座流动公厕，一座母婴

室，一座第三卫生间。其中，广州火车

东站前广场二楼平台设有10座新装

配式公厕，站内二楼平台有14座旧装

配式公厕。

在广州火车东站内的二楼平台，

记者看到如厕区域设置了显示器提

示“厕所” 的字样， 指引较为清晰。

厕所前配备了免费纸巾， 且出口处

有洗手盆以及洗手液。 如厕区有环

卫工人和志愿者提供指引， 避免乘

客误入。

在广州火车东站前广场的二楼

平台上，天河区城管部门新设了一批

装配式公厕。 记者看到，该批公厕共

计有十座， 分为男性小便区和蹲厕

区。 蹲厕为封闭式的单人隔间，配备

了洗手盆，冲水箱以及手扶杆。

据现场的环卫工人介绍，他们实

行轮班保洁制度，为这批装配式公厕

保洁，确保卫生。有环卫工表示，这批

装配式公厕是今年新安装的公厕，相

比以往在广州火车东站二楼平台安

装的装配式公厕，这类公厕不但看起

来更漂亮，保洁也更为方便。

“孩子，过年早点回来，妈给你准备很多很多

好吃的”，长大后，我才明白好吃的不是饭菜，而

是专属母亲的那份爱，是一家人坐下来面对面嗑

瓜子唠嗑的团圆。 我们每天倒数着回家的日子，

爸妈又何尝不是。 今年，我们不想让你等了，扫二

维码，把爱提早送回家吧，让爱提早签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南宣）

1月13日是2020年春运的第四天，

南航预计全天执行航班2000余班次，运

送旅客约30万人次。 其中，南航在广州

进出港航班681班，运送旅客约9.75万人

次。 据悉，1月10-12日春运前三天恰与

周末叠加，南航在广州迎来无陪儿童进

出港的首个高峰期，累计保障进出港无

陪儿童730名。 广州作为“反向春运”热

门目的地之一，春运前三天，从全国各

地到达广州的无陪儿童合计383名，同

比去年增长超50%。

国内航班值机柜台提前至04:00开放

据介绍，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南

航在广州枢纽地面服务全面启动“智慧

春运”保障模式。 提前选座、自助值机、

自助托运、一证通关、行李全流程节点

跟踪服务等新举措，助力旅客体验更便

捷、更高效的乘机体验。 此外，为保障旅

客春节返乡、出行之路更舒适、更顺心，

南航广州枢纽国内航班值机柜台提前

至04:00开放，国际航班值机柜台提前至

05:00开放。 为保障特殊旅客顺畅出行，

南航在广州值机区D20、D22号柜台，设

立特殊旅客服务及军人/消防员依法优

先柜台，协助老人、儿童、孕妇、轮椅旅

客等特殊旅客办理手续，为特殊群体旅

客提供更人性化的便捷服务。

迎来无陪儿童进出港首个高峰期

1月10-12日春运前三天恰与周末

叠加，南航在广州迎来无陪儿童进出港

的首个高峰期，累计保障进出港无陪儿

童730名。 广州作为“反向春运”热门目

的地之一，春运前三天，从全国各地到

达广州的无陪儿童合计383名， 同比去

年增长超50%。

据介绍，春运期间，南航“木棉童

飞”服务可为5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

儿童免费提供包括候机、登机、机舱到

下机环节的全程陪伴服务。 家长购票后

需提前72小时通过南航App、拨打95539

客服热线申请该服务，或者前往南航直

属售票处购票并提出申请，在航班当天

凭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陪同办理

值机手续。

南航温馨提示，由于每个航班执飞

机型不同，能接收的无陪儿童数量有不

同限制，有需要的旅客需尽早申请。

抢票功能已助2500旅客顺利成行

据了解，2020年春运前三天

（

1

月

10-12

）

日，南航已累计执行航班近6000

班次，运送旅客近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约8%。 其中广州飞往安庆、济宁、北海、

遵义，深圳飞往常州、毕节、南宁、常德、

上海、赣州、北京等多地航班，均“一票

难求”。

春节前至元宵佳节，国内部分航线

机票十分紧俏，节前南航北上广深部分

返乡、候鸟航线已经售罄。 为保障旅客

春节返乡、出行之路更舒适、顺心，南航

在官方App推出全新升级的“自动抢票”

功能，30天内， 国内航班

（含经停）

头

等、 公务、 明珠经济及经济舱全舱由

系统实时监控。 南航认证会员在南航

App下单开启抢票服务后， 后台将实时

滚动查询该航班机票， 无任何附加费

用。 截至1月12日， 南航官方App全新

升级的自动抢票功能已获得旅客过万

次下单， 成功帮助超过2500名旅客顺

利成行。

周末广州将迎节前首个出城高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

讯员 交宣）

记者昨日从广州交警获

悉，根据预测，春节前出城高峰时段

可能会出现2个时段，1月18日、19日

高速公路将出现第1个交通出行小

高峰，1月21日

（年二十七）

至23日

（年二十九）

将出现高速公路春运出

城高峰。

春节期间， 高速公路小客车免

费通行，1月26

（年初二 ）

至27日

（年

初三）

每天上午10时-15时高速公路

将会出现出城高峰短途车流，1月29

（年初五 ）

至30日

（年初六 ）

17时-20

时高速公路将会出现返程高峰车

流。在上述时间段，高速公路将会出

现交通车流剧增， 部分路段甚至会

出现交通缓慢或拥堵。

广州交警提醒， 广大驾驶员在

出行前应检查是否按规定携带驾驶

证、行驶证、保险单等证件，检查车

辆安全性能， 通过关注广州交警官

方微博、“粤省事” 广州交警春运专

区、导航软件等途径，了解最新的实

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

峰出行。

出城交通指引

南航迎来春运无陪儿童出行首个高峰

春运前三天共730名无陪儿童出港

扫二维码 让爱先回家

天河城管在东站投入

24座装配式公厕

出城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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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管 部 门

在 广 州 东 站 新

设 一 批 装 配 式

公厕。

信息时报记者

欧嘉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