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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综合

General News

新修改的国旗法国徽法明年起施行

据新华社电

17日闭幕的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国旗

法、国徽法进行了修改。新修改的这两部

法律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

任童卫东表示， 国旗和国徽是国家的象

征和标志，代表着国家权威与尊严，是国

家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次国旗法、国徽法

修改幅度不小，主要是完善国旗、国徽的

尺度，增加使用的场合和规范，明确监督

部门等。

“根据国旗和国徽的特点，把握不同

要求，对于国旗是强调鼓励与规范并重，

鼓励公民、组织在适当场合升挂、使用国

旗和国旗图案； 对于国徽是坚持以规范

为主，主要是规范国家机关的使用。 ”童

卫东说。 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国庆节、

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宪法日等

重要节日、纪念日，各级国家机关、各人

民团体以及大型广场、 公园等公共活动

场所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

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居民院

（楼、小区）

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

新修改的国徽法明确， 公民在庄重

的场合可以佩戴国徽徽章， 表达爱国情

感。 根据新修改的两部法律，国旗、国徽

应当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

小学应当教育学生了解国旗、 国徽的历

史和精神内涵。

同时，新修改的国旗法规定，不得升

挂或者使用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

格的国旗，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

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该法

还明确，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授

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和商业广告， 不得

用于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情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10月16日，

广州市市政设施收费处发布公告称，为配

合越秀区政府相关工作施工安排，越秀区

筑溪西街、东川路元运街9-31号、东华南

路172号至新南街道路临时泊位， 在施工

期间

（

2020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

以实际施工时间为准 ）

暂停使用，具体情

况如下：

筑溪西街（筑溪街）：

全路段81个道路

临时泊位。 涉及暂停使用全天准停道路临

时泊位80个

（泊位编号

01-332-001

至

01-

332-080

）

，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专用泊位1

个。

东川路元运街

9-31

号（海月后街）：

全

路段28个道路临时泊位。 涉及暂停使用全

天准停道路临时泊位14个

（泊位编号

01-

724-013

至

01-724-026

）

。

东华南路

172

号至新南街 （新河浦西

街）：

全路段11个道路临时泊位。 涉及暂停

使用全天准停道路临时泊位10个

（泊位编

号

01-719-01

至

01-719-10

）

，残疾人机动

轮椅车专用泊位1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昨

日下午，“我是自己的健康小主人”

———2020 年首届穗港澳手绘插画征

集活动颁奖仪式，在广州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三楼多功能厅举行。

记者了解到，本次手绘插画征集

活动在今年 2 月启动，受到广大穗港

澳师生家长的欢迎。 经过 5 位专家评

委从作品艺术展现力、 健康知识性、

表达力等方面的评选，最终评选出中

小学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

奖作品共 100 名，并有 9 家单位被评

为“优秀组织奖”。 通过与市邮政部门

的合作，将获奖作品印制为纪念邮票

和纪念手账。

获奖小作者们说，他们在家长和

老师的帮助下，认真复习了所学的健

康知识和自己所观察到的健康生活

习惯，然后用画笔生动描绘，并配上

自己想要对小伙伴们发出的健康小

倡议。

“非常开心， 这个奖项对我来说

是一种鼓励！ ”来自广州中学的初中

学生肖楚荥创作了《我是健康小能

手》，获得特等奖。 记者看到，该作品

是一幅国画，上有 3 个人物，分别呈

现出多运动、勤洗手和健康饮食。 肖

楚荥表示，疫情期间家人特别注重健

康、饮食等，有了灵感后用 10 分钟就

创作了这个作品，呼吁大家保持好的

生活习惯。

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

心主任戴秀文表示，广州市中小学卫

生健康促进中心致力于通过多种形

式，凝聚社会及家校合力，推动健康

教育工作。“我是自己的健康小主人”

活动是其中一项寓教于乐的方式，希

望能唤起孩子们对健康的主体意识，

让更多的孩子成为自己的健康小主

人，实现更好的健康行为自觉。 该活

动将打造成年度品牌活动，每年结合

不同的健康主题开展，让孩子们“喜

欢学、主动学、学得懂、用得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粤交集宣 陆桥轩）

昨日， 广东省

交通集团发布消息，备受社会关注的

惠清高速定于今日上午9点正式通

车。 周日前往惠州、清远等地出游的

车主，届时可以前往尝鲜打卡。

惠清高速位于广东省中部地区，

起于惠州市龙门县龙华镇，终于清新

区太和镇，全长125.28公里，双向六车

道，桥隧比高达48.8%，全线设置5各

枢纽互通，10个

（油田、南昆山、溪头、

四九、三门、龙山、飞来峡、黄腾峡、凤

城、太和 ）

出入口，建设两对服务区，

分别是汤塘服务区和清远服务区。

惠清高速建成后， 与5条南北走

向高速公路连接互通，车主可以从广

河高速连接的打鼓岭互通、与大广高

速连接的石岭互通、与京珠高速连接

的升平互通、与广乐高速连接的东城

互通和与广清高速连接的清新互通

转入惠清高速，当一条南北方向的高

速出现拥堵，旅客可以经惠清高速另

一条高速出行，以缓解交通压力。 作

为直接连接惠州清远的高速公路，出

行将更为便利。 惠州市到清远市的距

离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5小时，

路程时间双双减半。

据悉， 惠清高速建成通车后，全

线非隧道段小车限速120公里/小时，

货车限速100公里/小时；隧道路段小

车限速100公里/小时，货车限速80公

里/小时。

惠清高速沿线惠州、从化、清远

三地旅游资源丰富，连接南昆山国家

森林公园、黄腾峡生态旅游区、玄真

古洞生态旅游度假区、 古龙峡景区、

从化温泉等60余个旅游景区， 其中

AAAA级旅游景区有13个； 沿线也盛

产大量的特色农产品， 例如龙门年

橘、长滩米粉，从化荔枝，清远竹山粉

葛、清远鸡等。 通车后，沿着惠清高速

去旅行，旅客们可以实现“在南昆山

上看日出， 中午在清远品尝清远鸡，

晚上在从化泡温泉”，既饱眼福，又饱

口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在冷空

气“影响”下，叠加呼呼的小北风，昨日，广

州室外体感清凉，有人甚至穿短袖会感觉

有点冷。预计，下周除气温稍有攀升、阳光

增多、中午前后略感热之外，这种好天气

将持续。

16日傍晚，冷空气杀到；随着晚上北

风加大， 即使坐在家里也能听见北风的

“呼呼”的声音。 受弱冷空气渗透影响，17

日早晨各区最低气温20~23℃， 白天最高

气温25~29℃， 较16日同期下降3℃左右。

其中， 五山观测站录得的最高气温仅

26.6℃。不过随着未来几天天空云层渐开，

阳光照射下可能还是会有点晒，最高气温

将逐渐攀升至29℃。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18~20日，受弱冷

高压脊控制，全省大部维持多云间晴天为

主，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天气清凉，另外广

东省海面和南海北部海面持续有6~8级阵

风，9级大风。 具体预报如下：18~19日，全

省大部多云间晴天，粤北市县15℃~19℃，

南部市县 20℃ ~24℃ ， 其余市县 19℃ ~

22℃；20日， 全省大部分市县晴天间多云

为主，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5℃~20℃，南

部市县21℃~25℃，其余市县19℃~23℃。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全市多

云天气为主， 气温介于21~29℃， 早晚清

凉。 具体预报如下：18日， 多云间阴天，

21℃~27℃；19日， 多云间晴，21℃~28℃；

20日，多云到晴，21℃~29℃。

未来三天早晚清凉

最低气温 21°C

惠清高速今日正式通车

从惠州到清远将由原来的 3 小时缩短至 1.5小时

2020 年首届穗港澳手绘插画征集活动在穗颁奖

小作者们用画笔发出健康小倡议

@越秀街坊，这些道路

临时泊位暂时停用

特等奖获

奖者讲述创作

心得。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惠清高速东城枢纽互通。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