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省分

公司新塘营销服务部已由我局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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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记

者从广州市三防办获悉，气象部门预

计，今明两日广州受高空槽和季风影

响，天气转不稳定，有中雷雨，过程雨

量10~30毫米； 从化、 花都有大到暴

雨，过程雨量30~50毫米，雷雨时有8~

10级大风和强雷电， 高温有所缓解。

26日~27日， 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控

制，广州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又趋炎

热。

气象部门提醒市民，端午假期前

期雷雨、后期炎热，请注意防御短时

大风及雷电带来的灾害。 目前，全省

大部分市县的高温预警黄色信号正

在生效，端午假期前期雷雨、后期炎

热，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端午假期前期多雷雨后期炎热

端午期间广州天气预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徐婧 ）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

到，端午假期运输

（

6

月

24

日

~27

日）

，

预计发送旅客500万人，其中，最高

日6月25日发送旅客140万人。 广铁

集团端午假期增开旅客列车147趟。

据广铁集团客运部介绍， 端午

假期客流成分以短途旅游客流为

主，探亲流为辅；假日前期以广州、

深圳、 长沙等大城市为中心向周边

城镇辐射，后期以返程客流为主；客

流前期集中出行上升较快， 后期分

散返程较为平缓。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端午假

期广铁集团增开旅客列车147趟，其

中动车组旅客列车89趟

（包含高铁

动卧列车

22

趟 ）

， 普速旅客列车58

趟。 其中，高铁旅客列车方面增开动

车组旅客列车67趟、 广珠城际增开

动车组列车4趟、深湛线增开动车组

列车2趟。 普速旅客列车方面增开普

速旅客列车58趟。

铁路运输 端午假期广铁增开旅客列车147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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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潘敬文）

坐火车就像坐地铁一样方便！ 昨日，记者

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广铁集团）

了解到，6月28日起，广铁

管内穗深城际、广佛肇城际、莞惠城际开

通支付宝扫码乘车，乘客无须提前购票，

刷支付宝就能直接乘车。

据了解，2019年1月21日， 广深城际

铁路在全国率先实现支付宝扫码乘车，

有效提升了大湾区穗莞深间的铁路出行

效率。 继穗莞深三城之后，此次惠佛肇三

座城市火车站纳入支付宝扫码乘车范

畴， 大湾区支持扫码乘车火车站增加至

51个， 大湾区交通一体化便利度大幅提

升。 这种扫码乘车模式备受旅客青睐，大

大提速了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据介绍， 此次穗深城际、 广佛肇城

际、惠莞城际扫码乘车的开通，使大湾区

城际列车公交化步伐加快， 通过扫码乘

车，使旅客出行变得十分方便。 旅客只需

要打开支付宝首页搜索“广铁城际通”，

按照提示刷脸完成身份认证， 开通相关

功能。 出行当天就能直接使用支付宝刷

码进站，无须提前买票，也不怕忘带身份

证，坐火车就像坐地铁一样方便。

经支付宝团队测算， 扫码乘车的全

过程耗时仅需3秒，比起之前在窗口排队

买票、取票，或者网上买票，现场进站核

验身份证等流程， 可以为每位旅客平均

节省时间15分钟以上。

信息时报讯 （记者刘俊 通讯员

交通宣）

今年端午假期，市交通部门

预计交通出行以中短途出游、 返乡

以及市内观光购物为主， 进出城主

要高快速路、 市内重要交通枢纽及

商圈周边干道人流车流交通压力相

对较大。

据介绍，今日15时~21时、假期

首日10时~13时、 假期最后一天17

时~20时，机场高速、华南快速干线

等高速易发车多缓慢。 端午假期期

间， 市内交通和高速公路网整体运

行顺畅。

市内道路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

于节前一日，受通勤出行、进出城出

行、开四停四暂停等叠加影响，当日

晚高峰时段市内主干道交通压力较

平日有所增大， 预计15时左右中心

城区将整体进入“中度拥堵”状态，

并在17时~19时达到“严重拥堵”等

级。 期间进出城主干道局部节点交

通行驶缓慢，内环路、东濠涌高架、

中山大道、黄埔大道、广州大道中等

市内主要干道， 广园快速、 新光快

速、科韵路、华南快速干线等进出城

主要通道的车流较密集， 拥堵时间

较平日将有所提前及延长。

市内交通方面，广交会已“云开

幕”， 且端午期间非粤A车通行不受

限， 预计假期三天邻近城市的短途

自驾出行或有所增多， 但整体交通

运行顺畅， 中心城区出行热点主要

集中在白云山、 长隆乐园及百万葵

园等景区，出行高峰时段为10时~12

时、15时~18时。 市交通部门预计，端

午假期出行量较往年同期有所下

降， 高速公路网运行速度较其他节

假日稳定。

端午出行信息

穗深城际、广佛肇城际、莞惠城际、广深城际无须提前购票

周日起50余车站可刷支付宝乘车

市内交通 今日下午机场高速华快车多缓慢

支付宝扫码乘车覆盖线路及车站

穗深城际（

16

个车站）：

广州东、新塘南、中堂、望牛墩、东莞西、洪梅、

东莞港、厚街、虎门北、虎门东、长安西、长安、沙井西、福海西、深圳机场

北、深圳机场

广佛肇城际（

12

个车站）：

广州站、佛山西站、狮山站、狮山北站、三水

北站、云东海站、大旺站、四会站、鼎湖东站、鼎湖山站、端州站、肇庆站

莞惠城际（

19

个车站）：

东莞西站、道滘站、西平西站、东城南站、寮步

站、松山湖北站、大朗镇站、常平南站、常平东站、樟木头东站、银瓶站、沥

林北站、仲恺站、惠环站、龙丰站、西湖东站、云山站、小金口站

广深城际（

7

个车站）：

广州、广州东、东莞、常平、樟木头、平湖、深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

讯员 交宣）

昨日，记者从广州交警

部门获悉，端午假期期间，市内高速

公路重要区间路段、 热点景区邻近

路段及城市重要出入口易发生缓行

和排队现象，路网运行压力增大。

据悉，为保障端午出行，广州交

警智慧交通指挥中心将发挥“最强

大脑”作用，对全市宏观交通运行情

况进行直观把握， 梳理出全市16个

高速公路交通易拥堵点， 制定保障

方案，精准部署警力，强化重点交通

交通整治，提高道路交通保障水平。

为及时应对事故、 坏车等紧急

状况， 广州交警在各大重要路段前

置拖吊车待命， 智慧交通指挥中心

实时掌握拖吊车定位和轨迹， 在处

置事故、坏车等紧急警情时，通过调

灯、分流方式，为拖吊车制定到达现

场的最佳拯救路线。 此外，广州交警

还启动无人机对各高速公路易堵路

段进行精确巡航， 通过与智慧交通

指挥中心实时对接， 实现高空视频

实时传输，空中喊话纠正违法。

据悉，今日起至6月28日，广州

交警将持续开展“夜查”行动，重点

查处酒驾、毒驾、疲劳驾驶、超员、超

速、 客运车辆凌晨2~5时违规运行、

不按规定安装行驶记录仪等10类严

重违法行为。

交警护航 出动无人机对高速精确巡航

高速公路

今日出城方向易拥堵缓行

路段主要是S15沈海高速广州

支线、S303华南快速、G15沈海

高速等路段；6月27日返程方向

易拥堵缓行路段主要是S15沈

海高速广州支线、G45大广高

速、G4W广澳高速等路段。

市区路段

易发生拥堵缓行的路段有

鸦岗南大道、汉溪大道西、大源

东路和逸景路等路段。

景点周边

预计在海鸥岛、 大夫山森

林公园、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南

沙天后宫、 莲花山旅游区等高

速出口位置，拥堵情况将显现。

温馨提示

这些路段景区易拥堵

24日： 多云， 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26℃~34℃

25日：中南部有中雷雨，北部从化、

花都大到暴雨，26℃~32℃

26日~27日：

多云，有雷阵雨，27℃~34℃

28日：

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8℃~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