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迅速部署组织应急抢险 全力抢救被困人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应宣 ）

记者从广州市应急管理局获

悉，21日夜间至22日早晨广州普降暴雨

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这次暴雨具

有强度大、范围广、面雨量大的特点。

气象专家判断，此次暴雨过程的小

时雨无论强度还是范围均超历史纪录。

全市小时雨强度超80毫米的，有42个站

次破历史纪录；其中，黄埔区录得全市

最大小时雨量167.8毫米，3小时最大降

水量288.5毫米，1小时和3小时雨量均

破黄埔区历史极值。 全市3小时最大雨

量出现在增城区新塘镇，为297毫米。21

日08时至22日08时，全市82%的测站录

得50毫米以上的雨量，52%的测站录得

100毫米以上的雨量，5%的测站录得

250毫米以上的雨量。 此次暴雨过程面

雨量大，全市平均面雨量为101毫米，其

中黄埔176.2毫米、增城155.4毫米，从化

114.4毫米。 黄埔区永和街录得全市最

大累积雨量378.6毫米， 达到百年来的

历史极值。

黄埔区鸣泉山庄发生浅表层小型

山体滑坡及伴生泥石流， 致房屋倒塌4

间，受困人员9人，其中，7人安全撤离，2

人遇难。黄埔区开源大道隧道有车辆被

困，4人逃生、2人溺亡。

省、市党委政府迅速部署，组织应

急抢险，全力抢救被困人员，尽量减少

损失。广州市主要领导到一线对受灾严

重地区指挥救援，要求调集全市救援设

备和专业队伍全力支援。

市三防总指挥部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领导关于三防工作的决策部署，正在

全力进行救援工作。针对未来几天广州

天气仍不稳定的预报，市各级三防部门

将继续加强应急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组织好各项防御工作，尽力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市三防办

提醒广大市民要及时留意天气预警信

息，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活动，确保

个人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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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

昨

日， 广州市招考办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0年指标到校工作的通知》。 记者获

悉，今年参加“指标到校”高中学校范

围保持不变， 为广州市所有公办示范

性普通高中

（含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学校和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 ，以

下简称“示范性普通高中”）

。 2020年指

标计划分配的比例是示范性普通高中

当年招生总计划的50%。

指标计划分配范围是什么？

据了解，“指标到校” 是示范性普

通高中学校将部分招生指标直接分配

到初中学校的招生政策， 属于普通高

中招生录取方式其中的一种。 2020年

指标计划分配的比例是示范性普通高

中当年招生总计划的50％。

省、 市属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计

划面向全市初中学校分配； 区属示范

性普通高中指标计划面向本区初中学

校分配。 老三区

（越秀、海珠 、荔湾三

区）

视为三个独立的招生区域分配指

标计划。 有多个校区的示范性普通高

中，按校区分配指标计划。

广州市11个区的初中学校

（含民

办学校，不含特殊学校）

可以参加指标

计划分配。 省、市属学校初中部按属地

管理原则， 在毕业生学籍所在区参与

指标分配。

报考指标计划需符合哪些条件？

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获得指标生资

格？通知明确，报考公办示范性普通高

中指标计划的学生， 须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初中应届毕业生；具有广州市户

籍或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 同一所学

校三年完整初中学籍且在该校就读到

毕业或从市外转学到本市并在转入初

中学校就读到毕业。 其中，户籍迁入广

州市截止日期为2020年6月5日。 政策

性照顾学生资格以6月5日前审核通过

为准。 有多个校区的初中学校，其考生

享受学籍所在区的指标生报考资格。

具备指标生报考资格的考生，只

能报考分配到所在初中学校的省、市

属及本区区属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计

划。 具备指标生报考资格的跨区生，只

能报考学籍所在学校分配到的指标计

划， 不能报考户籍所在区示范性普通

高中的指标计划。

广州市招考办提醒， 符合指标计

划报考资格的考生名单将在广州招考

网和初中学校进行公示，6月8日至12

日公示符合指标生报考资格的名单；6

月16日前， 处理指标生报考资格异常

情况及公示申诉。

指标计划安排在提前批

怎样填报指标计划志愿？ 根据志

愿批次设置，指标计划安排在提前批。

指标计划志愿与其他批次志愿同步填

报，共设3个指标计划志愿。 指标计划

投档录取规则与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

录取投档规则保持一致， 如志愿优先

原则、同分排序规则。

示范性普通高中以近3年在提前

批统一计划户籍生录取最低分数的平

均值下降20分作为该校指标计划的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考生的投档分数

只取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成绩， 不含

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各项加分和优

先录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谭啟菊 通讯员

海珠区城管和执法局）

今年以来，海珠

区按照属地管理、突出重点、集中整治、

巩固提升的原则，全力加强市容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截至5月20日，全区累计出

动约3.1万人次， 整治乱摆卖约1.7万宗

次、占道经营约2.03万宗次、露天烧烤

81宗次，整治清理乱拉挂807宗次、广告

牌197宗次、 乱张贴2100宗次、 乱堆放

1466宗次。

垃圾分类实现长效化

近日，记者跟随海珠区城管和执法

局工作人员来到了瑞宝街金碧花园

（一

期）

， 执法人员对小区内的垃圾分类工

作进行日常检查。

行动中，执法人员仔细检查了小区

台账，走访了升级改造后的垃圾分类投

放点，并对小区内的垃圾分类宣传栏等

设施提供了指导意见。 据了解，该小区

设立了8个垃圾分类投放点， 其中两个

为误时投放点。

随后， 执法人员来到了金溪市场，

对市场管理方的垃圾分类工作进行了

详细了解，并指导市场档主规范放置塑

料袋等物品。据了解，市场方每天安排8

名工作人员， 到每个档口回收垃圾，帮

助档主及时清理。在该市场的餐厨垃圾

投放点，记者在现场发现，投放点的卫

生工作做得十分到位，走近垃圾桶也没

有异味发出。

海珠区城管和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局于每周二持续开展垃圾分类

专项执法行动，将逐步建立生活垃圾分

类执法专员制度，指定专人负责、专人

督促、专人跟进，推动实现执法工作的

常态化、长效化。

今年以来，全区开展垃圾分类专项

行动共出动2990人次、812车次，对单位

检查1214次，对示范小区检查582次，对

其它检查946次，垃圾分类立案12宗，处

罚3宗，处罚金额2100元。

开展多项整治工作

海珠区城管和执法局还对市场周

边、重大活动、流动商贩疏导区等方面

进行了大力整治。 其中，结合疫情防控

工作，区城管和执法局牵头制定全区市

场周边整治行动工作指引， 联合街道、

市场监管部门多次开展整治行动，严查

乱摆卖、 占道经营活禽和野生动物行

为。

此外，加强重大活动的市容环境保

障工作。开展全区校园周边市容环境秩

序三期整治行动， 为复学师生保驾护

航。

今年以来广州已经历7轮较强降雨，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偏多一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黄熙灯

通讯员 穗应宣）

昨日，广州市应急管理

局会同气象、水文部门对未来一周广州

的气象水文情况进行了会商。 预计25日

至26日，广州还将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

的降水过程。

据介绍， 今年1月1日~5月22日，全

市平均降雨量为721.8毫米，比往年同期

（

640.1

毫米）

偏多11%。 至今共经历7轮

较强降雨，广州共启动三防应急响应14

次。 其中防暴雨内涝二级应急响应2次，

防暴雨内涝三级应急响应6次， 防暴雨

内涝四级应急响应6次。

受25日至26日大到暴雨降水过程

影响， 预计流溪河干流水位将有2~3米

涨幅，增江水位1~2米涨幅，中小河流水

位1.5-2.5米涨幅，从化、花都、白云、黄

埔部分中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广州

大中型水库蓄水量将显著增加，部分水

库接近或超汛限；下周广州进入天文大

潮期，中心城区部分站点最高潮位将超

警戒值。

广州应急管理、气象部门等专业部

门提示，由于前期降雨量较多，土壤含

水量较高， 地质灾害的发生具有滞后

性，后期又有明显降雨过程，需注意防

御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 山体滑坡、

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示范性普通高中

50%招生计划指标到校

学生只能报考学籍所在学校分得的指标计划

海珠区大力整治市容环境

今年以来累计出动3.1万人次，整治多项影响市容行为

未来几天

降雨频繁

下周一到周二 还有大雨暴雨

23日 多云，有分散阵雨，24℃ ~31℃

24日 多云，有雷阵雨，25℃ ~31℃

25日 多云，雷阵雨转大雨，24℃ ~30℃

26日 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24℃ ~29℃

27日 多云，有分散阵雨，25℃ ~31℃

28日 多云，有分散阵雨，25℃ ~32℃

执 法 人 员

要求档主整改。

信息时报记者

谭啟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