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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交宣）

昨天开始， 广州交警针对违停等

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将不再

通知，直接处罚。 昨天早上，记者来到天

河区珠江新城华成路，跟随交警现场查

处违停， 仅半小时就开出了多达 26 张

违停罚单。

现场：不到半小时，处罚违停车

辆26辆

昨天上午 10 时许， 记者在天河区

珠江新城华成路看到， 路旁仍有一些

违规停放的车辆， 一旁的华明直街则

是“重灾区”， 不足 200 米的道路两侧

停满了违停车辆， 目测有 20 多辆。 执

勤交警在记录信息车辆之后， 逐一开

出罚单。 不过， 也有部分司机“闻风

而逃”。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河大队邹警

官告诉记者，10 时起在华明路/华成路

查违停， 半个小时内已经给 26 辆违停

车辆开罚单。 他还说，该路段写字楼密

集，也有不少住宅小区，人流聚集，车辆

多但车位数量相对有限，乱停车的警情

居高不下。

记者了解到，从昨天开始，广州交

警针对违停等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的违

法行为，将不再通知，直接处罚，切实维

护全市道路环境安全有序。

数据：3月份日均违停警情环比

上升234%

2 月 26 日，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曾

发布通知称， 随着全市企业复工复产，

广州各大主干道车流逐步增加，违停行

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 民警巡

查发现影响主干道、消防通道等交通的

违停车辆，将通过电话通知驾驶人或车

主尽快驶离车辆，无法联系当事人或当

事人拒绝驶离的，将依法执法。

随着 23 日各区全面进入疫情低风

险地区，以及全市企业复工复产，广州

各主干道车流逐步增加，车辆违停行为

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违停警情也不

断上升，据统计，今年 3 月份日均违停

警情环比 2 月上升 234%。

对此，不少市民也深有感触。 在广

州交警发布的微博下面，网友们也纷纷

反映身边的违停， 天河区体育西横街、

广利路、棠安路，荔湾区彭城东路、新虹

街，增城区新塘镇建设路，海珠区怡趣

街都“榜上有名”。

交警部门表示，接下来将全面加大

巡逻管控力度，严格依法查处全市范围

内违停等影响交通的交通违法行为。 同

时提醒，夜间准停路段

（具体以交通主

管部门发布为准）

允许时段为当日 21：

00 至次日 7：00。

高职自主招生推迟

4

月

20

日起线上开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粤考宣）

3 月 25 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发布《关于推迟广东省 2020 年高等职

业院校自主招生工作时间的通知》。 经

研究决定，将原定于 3 月底开展的 2020

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工作推迟进行。 面

向普通高中生的高职自主招生相关工

作推迟至 4 月 20 日起以线上考核和录

取的方式开展。 面向中职生的高职自主

招生相关工作推迟， 具体时间另文通

知。

各校高职自主招生

（面向普通高中

生）

的工作方案须于 4 月 8 日前报省招

生办公室备案。 方案经省招办备案同意

后，各校方可向社会公布。

南航：

部分航线不提供餐饮服务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记者昨

日从南航官微获悉，南航就国际入境中

转服务调整发布了提示： 自 3 月 23 日

零时

（北京时间）

起，南航所有目的地为

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沈阳

和济南这两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

当前进入防疫的关键阶段，为配合

防疫需要，根据航空口岸加强入境防疫

检测的相关要求， 南航对相关政策调

整：22 日起，南航停止中转住宿、中转行

李一票到底等服务，具体恢复时间另行

通告。

特殊时期，南航对部分服务作出了

调整。 其中，部分航线的餐饮将以袋装

形式在登机时发放，飞行期间机上不再

提供餐饮服务， 并暂停特殊餐食服务；

机上毛毯、毛巾、耳机、报刊杂志、餐饮

用具等其他机供品的提供继续按疫情

防控标准进行相应调整或调减。 而无成

人陪伴儿童

（青少年）

、无人陪伴老人及

小动物托运服务也暂停。

昨天开始，广州交警对违停不再通知直接处罚

珠江新城一路段半小时开26张罚单

广州前日新增4例境外输入病例

其中一例为23日病例密接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

员 穗卫健宣）

2020年3月24日0时至24

时， 广州市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4例，其中美国1例、巴基斯坦1例、英

国1例、智利1例。 新增治愈出院1例。

截至3月24日24时，广州市累计报

告境外输入病例40例，其中，菲律宾11

例、英国10例、巴基斯坦5例、法国3例、

美国3例、泰国2例、尼日利亚2例、土耳

其1例、刚果(

金

)1例、安哥拉1例、智利1

例。 累计境外输入关联病例1例。 累计

出院2例。

广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388例，累计出院337例，累计死亡1

例。 现有疑似病例0例。 累计核实追踪

密切接触者5574人，尚在医学观察661

人。

现有 50 例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其中危重型 6 例、普通型 38 例、轻型 6

例；39 例在市八医院、11 例在广医附

一医院(

含危重型

6

例

)接受治疗。

3

月

24

日当天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有关情况：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1

：袁某，男，

53

岁，中国河南籍，国内居住地为河南省济源市。 近期主要在巴基斯坦活动。

袁某与 3 月 23 日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4-7 行程一致，为密切接触者。

3 月 20 日， 袁某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乘坐 TG350 航班 (

座位号

43F) 经泰国曼谷转乘 TG668 航班 (

座位号为

54G)，于 21 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采样送检后，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观察，等候转机。

3 月 22 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

3 月 23 日，新冠病毒核酸两次复核结果均为阳性，即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3月24日，CT检查显示右肺多发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3 月 24 日，初步甄别密切接触者 4 名，并已按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2

：李某，男，

16

岁，中国北京籍，国内居住地为北京市朝阳区，美国留学生。

3 月 21 日，李某从美国纽约乘坐 CZ300 航班(

座位号

52G)于 22 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 采样送检后，即

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观察，等候转机。

3 月 23 日，李某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3 月 24 日，CT 检查显示右肺中叶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3 月 24 日，初步甄别密切接触者 21 名，并已按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3

：焉某，男，

22

岁，中国山东籍，国内居住地为山东省潍坊市，英国留学生。

3 月 21 日，焉某从英国伦敦乘坐 QR008 航班(

座位号

48E)经卡塔尔多哈转乘 QR970 航班(

座位号

45K)飞往柬

埔寨金边，再从柬埔寨金边转乘 9C8530 航班(

座位号

10C)于 22 日深夜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 采样送检后，即

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观察，等候转机。

3 月 24 日凌晨，焉某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CT 检查显示右下

肺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3 月 24 日，初步甄别密切接触者 3 名，并已按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4

：丘某，男，

32

岁，中国广东籍，广州居住地为黄埔区云埔街。 近期在智利出差。

3 月 17 日，丘某从智利圣地亚哥乘坐 LA445 航班(

座位号

18B)经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转乘 QR774 航班(

座位

号

31F)飞往卡塔尔多哈，再从卡塔尔多哈乘坐 QR970 航班(

座位号

22J)经柬埔寨金边转乘 CZ324 航班(

座位号

49K)，

于 20 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即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观察。

3 月 23 日，丘某出现发热症状，即从隔离点转送至广州开发区医院隔离治疗。

3 月 24 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从隔离点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CT 检查显示右肺

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3 月 24 日，初步甄别密切接触者 1 名，并已按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3

月

24

日当天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有关情况：

昨日 ， 交警

在珠江新城华明

路对违停车辆进

行拍照取证 ，登

记 车 辆 具 体 信

息。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