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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一场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在人流

密集场所戴口罩已经成为一种生活自

觉。 等疫情过了， 就再也不用戴了吗？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规定，有些情况还得戴！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戴口罩

并不“流行”，有时你戴了，别人甚至觉

得你是个“异类”，也有人怀疑，你是不

是在“耍酷”？ 在公交、地铁上，有人感冒

咳嗽，人们并不会刻意避开，习以为常。

现在，你脱了口罩咳几声试试？

戴口罩到底有多重要？ 省疾控中心

主任邓惠鸿曾介绍，《柳叶刀》最新研究

表明，在具有传播风险的环境下，佩戴

口罩能够将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从

17.4%下降到3.1%。根据全省各级疾控中

心监测，今年上半年，广东除新冠肺炎

外的呼吸道传染病报告发病率是29.24/

10万，较去年同期下降16.39%。这个数据

说明， 在今年上半年公众坚持戴口罩，

有效地降低了经飞沫传播的呼吸道传

染病传播风险。

等疫情过了，就不再需要任何防护

了吗？ 事实上，在广州，每年报告的传染

性疾病种类众多，比如流感、手足口病、

输入性登革热等。 呼吸道、飞沫、接触等

都可能造成疾病传播。

你不停咳咳咳，我内心慌慌慌！ 预

防传染病要戴口罩，感染了传染病同样

也要做好防护， 谁也不愿自己的亲人、

朋友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染病。 做好防护

理应成为一种新的文明风尚，也是防止

传染病流行的必要措施。《条例》规定，

患有传染性疾病时，要自觉采取佩戴口

罩等有效措施防止传染他人。

《条例》还规定，公民应遵守公共场

所经营管理单位设置的“一米线”文明

引导标识。 有时候，过于“亲密”也是传

播疾病的“罪魁祸首”，适当地保持距离

才是“真爱”。 外出逛街，排队购物，有个

“安全距离”也挺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受“列

车效应”影响，昨日下午，广州普遍出现

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 预计广州今明

两天午后还有雷雨，18日起受热带系统

外围环流以及弱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

明显降水过程。

“

（下午）

1点出门下雨，

（下午）

5点

回家还是下雨。 ”家住云景花园的市民

汪先生说，在他的印象里，昨日下午的

雨似乎“一直下，没有停过”。 记者从广

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昨日下午，广州市

普遍出现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 截至

当日下午4时， 全市平均面雨量16.2毫

米，16个测站录得50毫米以上降水，其

中， 增城区石滩镇录得全市最大雨量

85.8毫米，前进街录得天河区最大雨量

31毫米， 梅花街录得越秀区最大雨量

13.4毫米。

昨日下午的雨为什么一下就是几

个小时？ 气象部门解释为“列车效应”。

什么是列车效应？ 长长的强降水云团

仿佛长长的列车： 这是一趟下雨的列

车，列车行驶过程中一直经过同一个地

方，雨也持续下到同一片地方；当强降

水云团依次经过某地时，其所产生的降

水量累积起来，就会导致大暴雨，甚至

特大暴雨。除广州外，深圳、东莞和佛山

等地也遭遇到这趟列车。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 未来三天，全

市雷雨仍较频繁，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并

伴有7~8级短时大风， 最高气温32~

3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粤农轩）

广东消费扶贫再出新招。 昨日

下午，广州地铁“消费扶贫号”专列首发

仪式在广州地铁三号线厦

滘

车辆段举

行。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广

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广州市协作办公

室共同主办。

广东把消费扶贫作为推动产业扶

贫、 增收脱贫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

全面打造全产业链消费扶贫的广东模

式，构建了“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组

织体系，“基地生产、品牌管理”的生产

体系，“市场导向、平台运作”的营销体

系，“政企引领、全民参与”的社会消费

体系。 强化示范引领，将广东东西部扶

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打造成永不落幕

的交易市场，吸引15个省

（区 、市 ）

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21个地市，共1200

多个产品展销。

据悉，“消费扶贫号”专列充分利用

广州地铁点多、面广、客流量大的优势，

专设8台“消费扶贫号”品牌列车，投放

18组、两连封、大灯箱广告，全域进行视

频宣传， 全方位展示消费扶贫形象，全

方面扩大消费扶贫影响，让消费扶贫“人

人皆可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能为”，带动

更多市民企业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

帮” 等方式对接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

推动广东消费扶贫再上新台阶。

在丰收时节、 消费旺季到来之际，

“消费扶贫号” 正式启程， 广东扶贫成

果、 各地优质农产品将搭载广州地铁，

高速高效向粤港澳大湾区市民推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

近日 ，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

2020 年 8 月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

状况。 8 月， 广州环境空气综合指

数 3.34， 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达

标天数比例 74.2%， 同比增加 3.2

个百分点； 空气质量指数类别分

别为： 优 12 天、 良 11 天， 轻度污

染 7 天， 中度污染 1 天， 未出现

重度以上污染， 超标污染物均为

臭氧。 PM2.5 平均浓度为 18 微克/

立方米， 同比下降 21.7%； 臭氧浓

度为 202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2.9%。

各区来看， 按照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排名， 前三位为从化、

增城、 番禺， 后三位为白云、 黄

埔、 荔湾； 空气质量改善排名前

三位为增城、 荔湾、 越秀， 最末

位为从化， PM2.5 平均浓度在 15~

21 微克/立方米之间， 均达标。 与

去年同比， 各区均下降， 降幅在

16.0%~28.0%之间， 其中增城、 越

秀、 海珠、 南沙降幅较大。

各区平均臭氧浓度在 154～204

微克/立方米之间。 与去年同比，

从化、 白云、 黄埔、 番禺、 南沙

均上升， 升幅在 1.0%~15.8%之间，

其中从化、 白云、 黄埔升幅较大；

其他各区均下降， 降幅在 3.9%~

16.4%之间， 其中增城、 越秀、 天

河降幅较大。

1~8 月， 广州环境空气综合指

数 3.29， 空气质量有所好转； 空气

质量达标 221 天， 达标天数比例

90.6%。 PM2.5 平均浓度为 20 微

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20.0%； 臭

氧浓度为 157 微克/立方米， 同比

上升 5.4%。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排名， 前三位为从化、 增城、 南

沙， 后三位为黄埔、 荔湾、 白云；

与去年相比， 从化、 黄埔空气质

量有所下降， 其余 9 个区空气质

量有所改善， 空气质量改善排名

前三位为越秀、 荔湾、 海珠； 后

两位为从化、 黄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9月

14日下午，广州市三防总指挥部办公

室组织市应急管理局、 市气象局、广

东省水文局广州水文分局和国家海

洋局南海预报中心召开气象水文会

商分析会。 根据预测，目前西北太平

洋季风槽内的对流活动加强，预示本

周台风活动趋于活跃。 预计本周后期

南海海域将受1个台风影响， 该台风

对陆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海南和湛

江，对广州陆地影响有限。

本周广州仍属多雨天气，需注意

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城乡积

涝、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危房倒

塌等灾害。 受副高影响，本周前期广

州市降雨强度有所减弱，18日~20日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

响，本市降雨将再度趋于明显，有中

雷雨，局部大到暴雨。

流行戴口罩，让传染病不“流行”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第十三条，公民应当尊重

社会公德，遵循公共场所文明

礼仪，自觉遵守下列规定：

（五）患有传染性疾病时，

采取佩戴口罩等有效措施防

止传染他人。

（六） 遵守公共场所经营

管理单位设置的 “一米线”文

明引导标识。

广州地铁“消费扶贫号”专列首发

前8月广州PM2.5

浓度同比下降两成

今明两天广州午后仍有雷雨

受台风和弱冷空气影响，后日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今日

25~33℃

多云，有雷阵雨

明日

27~33℃

多云，有雷阵雨

18

日

27~33℃

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

广州市区天气预报

本周台风活动趋于活跃

懂文明法

做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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