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朱华材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 注册号 :440126601299686， 编号 :

S269201409320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川江遗失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出具的合同保证金壹万元以及安全互助金贰仟

元收据 180230170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顺英服装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4012560016984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伟芳遗失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工作证，

证号：穗荔法证字 156号 ，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广东创华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565998314U）经股东会决议，注册

资本由原来人民币 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 700 万

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 特此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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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欧嘉福

通讯员 杨群娜 ）

2020年广东第一场强

降温来了。 据广东省气象局预测，今天

下午起寒潮自北向南影响广东省，各地

气温急剧下降8℃～10℃。 其中，广州今

天傍晚前后受寒潮影响开始降温，最低

气温出现在下周二，仅5℃。

湛江肇庆茂名等地出现小冰雹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2月

13日到14日早晨，全省大部分市县出现

了降雨，其中韶关南部、清远、肇庆北

部、粤西各市县、江门南部和珠海出现

了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普遍出现了小

到中雨局部大雨。 此外，降雨时粤西、珠

三角沿海、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普遍出

现了7到9级的短时大风，湛江、肇庆、茂

名、江门、清远、珠海等市局部出现了小

冰雹，广东省大部分市县持续出现了轻

雾或雾。

广州2月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普遍

出现了小到中雨，从化北部局地出现大

雨，全市平均雨量8.6毫米，从化下西村

录得最大雨量37.2毫米；另外，14日早晨

大部地区出现轻雾， 部分地区出现雾。

各区早晨最低气温17℃~18℃， 白天最

高气温21℃~22℃。

13日20时至14日16时，五山站录得

雨量9.7毫米，气温18.3℃~22.3℃，相对

湿度88%～98%，能见度1.2～22公里。

广州北部山区有霜（冰）冻

昨日夜间起，粤北市县有暴雨局地

大暴雨，珠江三角洲市县有大雨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今日下午起寒潮自北向

南影响广东省，各地气温急剧下降8℃～

10℃，陆地有5级～7级大风，沿海海面有

7级～9级大风。 16~18日，各地多云为主，

天气寒冷，过程最低气温：粤北大部和

珠江三角洲北部市县0℃～5℃， 其中高

寒山区可达零下3℃左右， 湛江、 茂名

8℃～11℃，其余市县5℃～8℃，中北部山

区市县有低温和冰

（霜）

冻。

具体预报如下：14日夜间到16日早

晨，粤北市县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珠江

三角洲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上述地区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 雷州半岛有小到中雨，

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急

降，天气转寒冷；16日，全省大部雨止转

多云，天气寒冷；17日~19日，全省大部

多云，寒冷天气持续；20~21日，全省大

部多云，气温逐日回升。 海上大风：15日

夜间到17日， 广东省沿海海面有7级～9

级偏北风。

预计，今日广州有大到暴雨，并伴

有雷电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 夜间起寒

潮入穗气温急降，陆地阵风增至5～7级，

港区阵风增至7～8级。 过程降温幅度8℃

～10℃，17~18日各区最低气温降至4℃~

8℃，其中北部山区最低气温降至-1℃~

2℃，山区有霜

（冰）

冻。

责编：阮栩 美编：林燕芳 校对：段丁

综合

2020.2.15��星期六

INFORMATION TIMES

A12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粤交集宣）

2 月 13~14 日， 广东茂

名、湛江等地普降大雨，据气象部门

预测，未来几天省内多地将有强降雨

和强降温过程。 记者 14 日获悉，面对

即将到来的恶劣天气，广东省交通集

团所属京珠北、二广、仁新等跨省路

段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确保疫情防控

和道路保畅工作不受影响。

搭建雨棚临时帐篷保证检疫工作

针对持续的低温阴雨天气，省交

通集团各省界联合检疫现场提前部

署、积极应对，及时增建检测车道雨

棚和检查帐篷， 优化检疫工作环境，

提升检测速度。

目前，京珠北高速粤北省界检疫

现场已搭建覆盖 4 条车道的 460 平方

米雨棚，仁新高速粤湘省界城口站新

增加 6 个活动性雨棚， 共计约 300 平

方米， 为一线人员提供雨衣 439 套等

防雨用具。 粤赣高速和平服务区省界

检疫现场将雨棚增建至 375 平方米，

渝湛高速横山服务区省界检疫现场

已安装 25 顶合计 600 平方米的帐篷，

全面覆盖检测通道和登记点。

为保障各省界联合检疫现场工

作人员顺利开展工作，省交通集团所

属京珠北、仁新、二广、韶赣、粤赣、汕

汾、平兴、梅大、潮漳、渝湛、包茂等跨

省路段迅速发放应急保暖物资，为一

线防疫人员配备雨具、雨靴、防寒服、

应急手电等物资一批。

易结冰路段将有 24小时值守

根据 2 月 16~17 日广东省各地气

温将急剧下降，粤北山区最低气温可能

达零下 2℃的情况，京珠北、二广、粤赣高

速在有序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已做好

冰雪天气应急预案的启动准备，应急

队伍及装备等均已部署到位。

京珠北高速云岩路段、二广高速

朱岗至九嶷山路段、粤赣高速上陵到

省界路段为易结冰路段，上述高速已

提前在易结冰路段部署狂风吹雪车、

融雪剂撒布车、铲车等；提前储备了

融雪剂等抗冰应急物资一批。 其中，

京珠北高速准备了融雪剂 520 吨、防

滑链 1700 套、粗砂 150 吨。 二广高速

全线 13 个专用抗冰仓库储备融雪剂

370 吨、交通锥 10000 个，以及其他应

急物资一批，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京珠北高速还将强化路政巡查，

安排路政员 24 小时值守粤北省界和

易结冰路段。 当气温接近零度时每一

小时测温一次， 并预防性撒布融雪

剂。

粤赣高速将与属地交警加强恶

劣天气下的“联勤联动”，一旦出现持

续暴雨或路面结冰影响交通时， 粤赣

高速将全力配合交警进行交通分流管

制， 必要时采取间断性放行分流、“压

道”管制、封闭改道分流及交替放行分

流等方案，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二广高速在易结冰路段设有 4 个

气象站，通过监控中心 24 小时不间断

实时监测路面温度。为应对 2 月 16 日

至 17 日粤北地区可能出

现的低温雨雪情况， 二广

高速紧急抽调 22 名路政

员、72 名养护人员集结，在

易结冰 11 公里路段 24 小

时值守， 同时加强与属地

交警联勤联动， 如气温持

续下降， 将全力保障道路

安全畅通。

1

月全市平均气温

16.1℃

创历史同期新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记者

从广州市气象局获悉，1月全市平均气

温16.1℃，较常年同期偏高2.4℃，创历

史同期新高；月雨量21.6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少52.7%； 月日照时数115.9小

时，较常年同期偏少4.5%；月灰霾日数

1.8天，较近10年同期偏少6天。

番禺月极端最高气温破纪录

1月全市平均气温16.1℃， 较常年

同期偏高2.4℃，创历史同期新高。各区

平均气温在15.3～17.4℃之间， 平均气

温呈现出东北低西南高的分布；花都、

从化、增城和番禺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与常年同期相比， 各区一致偏高2.5～

3.1℃。

各区月极端最高气温在28.1℃～

29.1℃之间，分别出现在7日或者23日。

番禺录得29.1℃，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最

高气温纪录。 月极端最低气温在0.9～

7.8℃之间， 出现在28日、30日或者31

日。

平均月雨量常年同期偏少52.7%

1月全市平均月雨量21.6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少52.7%。各区雨量在17.3～

28.9毫米之间， 较常年同期一致偏少

29.5%～64.1%。 各区月雨日介于2.0～5.0

天之间。 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区一致偏

少2～6.1天。

2019年9月 18日至 2020年 1月 24

日， 全市大部分地区连续128天无透

雨， 期间广州市平均雨量仅42.4毫米，

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少81%。

市区天气预报：

14 日夜间至 15日，大到暴雨，

16℃～20℃；

16 日，雨转多云，8℃～12℃；

17 日，多云，6℃～15℃；

18 日，多云间晴，5℃～17℃；

19~20 日， 多云，7℃～18℃；

21日，多云，11℃～20℃

寒潮今天傍晚前后抵达，广东各地急降8℃～10℃

下周二广州最低5℃

粤北山区最低气温可能达到零下2℃

京珠北二广粤赣高速做好冰雪天气应急预案启动准备

▲

广 东 二 广 高

速粤湘省界。

通讯员供图

荨

广 东 二 广 高

速狂风吹雪车等车

辆集结待命。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