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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城图书馆及美术馆恢复开放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城宣

随着全市公共场所逐步恢复开放，

今日东莞莞城美术馆也恢复对外开放。

莞城图书馆及邓尔雅黄般若文献陈列

馆

（下称 “邓黄馆 ”）

则已从3月24日

起恢复部分功能。 有兴趣的市民， 可

提前通过网上预约、 现场登记等方式

进馆。

莞图及邓黄馆恢复部分服务

3月23日， 莞城图书馆提前进行了

全馆喷雾式全面消毒。 防疫期间，莞城

图书馆及邓黄馆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

日上午09:30~11:30、下午14:30~16:30。莞

城图书馆仅开放三楼总服务台及展览

区域，邓黄馆仅开放一楼展区。

据介绍，市民进莞城图书馆需要网

上实名预约， 提前2天通过微信公众号

预约进馆，每天分上下两场次，名额共

100人，每人每天仅可预约一个场次。 同

时， 为保护易感人群，14周岁及以上人

员方可进馆，家长可代少儿读者借还图

书。 而邓黄馆则无需预约，观众可自行

前往， 但同时参观人数控制在10人以

内，达到同时在馆人数上限后，将采取

“出一进一”措施限流，并根据疫情防控

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莞城图书馆方面表示，疫情期间暂

不提供读者在馆阅览及自行入库找书

等服务，已成功预约的读者可提前通过

莞图微信公众号查询并记录所需外借

图书信息，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联系登

记借阅需求，提前准备图书。 所有还回

图书， 将通过紫外线灯管照射2小时进

行消毒，读者可放心借阅。

莞美展出广美师生抗疫主题展

莞城美术馆从3月27日起恢复对外

开放，开放时间为9:30~17:00

（

16:30

停止

入场）

，每周一闭馆

（法定节假日除外）

。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莞城美

术馆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采取防控措

施。 市民若想进馆需微信公众号预约或

现场登记资料后进馆， 疫情防控期间，

莞城美术馆每天接待进馆观众人数上

限为200人， 每个展厅瞬时接待量不超

过15人， 当遇到馆内人员密度较大时，

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流。

开放当天，莞城美术馆还展出“与

艺战疫———广州美术学院水彩画作品

展”，展期至5月5日。 作品反映的主要是

关于疫情期间的感人形象与动人故事，

希望通过“与艺战役”，共同战胜疫情。

东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恢复开放

根据东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部署，全市公共

场所和经营性服务场所逐步开放。 记者

获悉，位于东莞市体育中心的东莞市国

民体质监测中心已恢复开放，继续为市

民进行免费体质检测服务。 据介绍，在

开放前，该中心特意邀请第三方公司进

行环境消杀工作以及对专业设备仪器

进行科学消毒。

据介绍，市民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

号“东莞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预约“体

育中心监测中心” 进行免费体质测定。

到该中心检测的市民须佩戴口罩，出示

“莞 e 申报”二维码并配合检测体温，体

温≥37.3℃或有感冒咳嗽等症状的人不

能入场。

在疫情期间，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的检测区域实施人流控制措施，工作人

员实时管控进场人数。 其中，每小时安

排 5 人进行检测，每日检测人数不超过

20 人。 与此同时，中心内成立防控应急

小组，建立保障机制并开展应急预案演

练。

“建议市民朋友在进行锻炼前，在

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前来进行体质

检测，根据‘运动处方’逐步恢复训练、

确保科学地进行锻炼。 ”东莞市体质测

定与运动健身指导站站长、东莞市社会

体育指导员协会会长牛凤梅说道。

目前，该中心设有测试身高、体重、

肺活量等 13 个项目， 有专业的人体成

分分析仪、动脉硬化测试仪等先进测试

仪器，可以测试身体的体脂含量、骨骼

肌率和基础代谢等状况。 市民可以通过

各类专业设备仪器科学免费测定身体

素质，全面了解自身体质方面的相关健

康数据和存在问题，工作人员将结合测

试结果开出“运动处方”，科学指导受测

者运动健身。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香市动物园明日恢复开园

医务工作者2020年可免费入园游览

记者从东莞香市动物园获悉，该园

计划本周六正式恢复开园。 为感恩全国

医务工作者抗击疫情的奉献，香市动物

园自恢复开园当天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开放。

据香市动物园总经理助理王婷介

绍， 园区开放时间调整为 9:00~18:00

（

17:00

后停止检票）

。 疫情防控期间，按

照相关要求，该动物园将实行严格限流

措施，将每日核定客流量下调至景区核

定承载量的 50%，瞬间流量不超过核定

最大瞬时流量的 30%。

香市动物园还将采取无接触式售

票，不收取现金，成人购票可提前一天

在香市动物园官方公众号“香市动物

园”、美团、携程等各大平台预约订票，

现场可在大门口处的自动售卖机扫码

购票，现场扫码购票的游客须出示身份

证后入园；持各类免费证件及游园年卡

的游客， 须出示身份证进行实名登记；

不满 16 岁或不足 1.2 米的儿童，须有监

护人陪同。 监护人必须提供儿童身份信

息相关凭证

（身份证或户口本 ）

进行实

名登记， 工作人员将核对所有人员信

息。

疫情防控期间，游客入园前须扫码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显示绿色行程卡

通过后，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进入售取票区，取票后在入口处再次扫

码“美团安心码”输入个人情况信息通

过后，经游客消毒通道验票入园。 体温

超过 37.3℃或咳嗽严重者禁止入园。 另

外，游客入园后须全程佩戴口罩，参观

时须与其他游客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

严禁聚集。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小伙凌晨酒驾欲“呼爹救场”

交警：你不仅违法，你还不孝！

记者从谢岗镇获悉，3 月 23 日凌

晨，凤岗交警大队在辖区范围统一开展

夜查酒驾行动，查处了一位醉酒开车的

驾驶人。

3 月 23 日凌晨 0 点 30 分左右，凤

岗交警大队民警在雁田水岸山城红绿

灯路口处执勤时拦停了一辆黑色汽车，

并上前对驾驶人进行酒精测试。 酒精测

试结果显示， 马某血液内酒精含量每

100 毫升含 88 毫克。

在查处过程中， 马某企图叫援兵

“救场”。 马某说，“你给我手机好不好？

我给我爸打电话。 ”听到马某的要求，执

法交警当场训诫马某，“喝得醉醺醺的

还好意思深更半夜打扰你老爸!？你不仅

违法，你还不孝！ ”

随后，马某被民警带往医院作抽血

检测，经检测确认，马某血液内酒精含

量为每 100 毫升含 93.05 毫克。 据马某

交代，22 日中午与亲戚吃饭， 期间 3 个

人喝了两斤白酒，经过休息后，于次日

凌晨驾车送亲友回家，没想到被交警查

个正着。

凤岗交警大队民警何裕赵表示，每

百毫升血液含酒精 20 毫克以上就是酒

后

（驾驶 ）

，80 毫克以上就是醉酒

（驾

驶）

，这是国家强制标准，呼吁广大司机

朋友不要以自己清醒与否来判定自己

有没有喝酒。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凤岗宣

洪梅开展专项检查

确保燃气安全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 餐饮行业

也陆续开始营业。 为确保燃气使用

安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预防燃气

事故发生，3 月 25 日， 洪梅城管分

局联合消防大队、市场监管分局、燃

气经营企业对辖区内餐饮行业开展

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检查人员深入镇内多家餐饮单

位开展排查整治， 重点检查各餐饮

单位是否存在使用“黑气黑瓶”、是

否存在违规用气、 是否配备齐全消

防设施等。 检查中发现部分餐饮单

位使用的燃气管道锈蚀严重， 检查

人员现场要求餐饮场所负责人及供

气企业限期落实整改， 防止事故发

生。接下来，洪梅镇将继续全面排查

餐饮行业燃气使用情况， 消除燃气

使用事故隐患， 努力营造全镇安全

用气环境。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洪梅宣

丝毫不变形

长安马自达昂克赛拉

的 A柱为何这么硬？

在刚刚过去的“C-IASI 中国汽

车保险安全指数”碰撞测试中，长安

马自达昂克赛拉以 6 项顶级“G”优

秀评价刷爆朋友圈。 而在正面 25%

偏置碰撞测试中， 其丝毫未变形的

A 柱和驾驶舱更是彰显出一身“铮

铮铁骨”，拿到“G”评价，为同行树

立了“坚硬”的榜样。 继在北美“I－

IHS”拿到“Top Safety Pick+”顶级安

全评价后，“创驰蓝天车辆架构技术

（SKY-VA）” 再次证明了在车身安

全领域的技术创新与造诣。

天弘中证电子 ETF

受资金热捧

上市两日成交额 2.39亿元

3月份进入下旬 ，A股震荡明

显，沪深两市成交量有所回落，但科

技ETF仍是资金追捧的热点。 以刚

刚上市的天弘中证电子ETF

（交易

代码：

159997

）

为例，该基金3月20日

上市首日成交额达到1.43亿元，当

天获得16.30亿元资金净流入， 居A

股ETF基金资金流入首位

（银河证

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

。 目前，天弘

中证电子ETF是公募市场上唯一跟

踪中证电子指数的ETF产品。

检查人员对餐饮行业开展燃

气安全专项检查。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