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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谢子亮）

日前， 记者从南沙区教育

局了解到， 该局联合广州执信教育集

团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41名。 1月27

日18：00前，可登录广州执信教育集团

招聘网页报名。

据介绍， 广州市执信中学南沙学

校是广州执信教育集团内的一所九年

一贯制公办学校，将于今年9月启用招

生。 学校位于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中北侧， 规划用地面积为8万平方米。

学校设置54个教学班

（小学

36

班，初中

18

班）

，在校生规模为2520人。 学校在

校内建有教师公寓， 可免费提供工作

用房。

记者梳理发现， 招聘岗位包括语

文教师、数学教师、英语教师、政治教

师、历史教师、地理教师、生物教室、音

乐教师、美术教师、心理教师、综合实

践教师和体育教师等职位，其中，语文

教师拟聘人数最高，为11人。

关于报考人员的年龄要求， 还须

满足以下条件：具有本科以下学历的，

年龄在35周岁以下； 具有研究生学历

或与报考职位相对应的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的，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博士

学位或与报考职位相对应的副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的，年龄在45周岁以下。

据介绍， 被聘人员纳入南沙区教

育系统事业编制管理， 按规定签订聘

用合同， 聘用期间的工资待遇依照广

州市南沙区事业单位工资政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为配合各地

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避

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来不便，

自发售2021年2月12日

（正月初一）

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

天，即1月29日起售2021年2月12日

（正月初一）

车票。 1月14日至1月28

日，只发售2月11日

（除夕 ）

及以前

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 旅客可在同一

起售时间通过12306网站 、 铁路

12306手机App、电话订票、自动售

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方式购买

车票， 具体起售时间可通过12306

网站

（含客户端）

查询。

自1月14日起， 旅客因行程改

变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

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同

比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

（含当日）

以

上；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48小时

以上、48~24小时、24小时以内梯次

退票收费规定执行；办理改签和变

更到站业务时， 仍不收取改签费

用；其他情况仍按原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

出行需要办理退票的，铁路部门将

及时公告相应退票措施。

火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1月29日起售2月12日车票，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郑

海涛 梁准）

昨日，记者从广州天河客运

站获悉，今日起，该站开售今年春运节

前所有汽车票， 即从1月14日起可以购

买至2月11日除夕车票，预售期29天。

据介绍， 天河客运站班车线路达

210多条，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省际线

路有安徽、福建、广西、贵州、海南、湖

北、湖南、江西、山东、陕西、云南、浙江

等12个省区，票源充足。

据天河客运站方面预测，该站今年

春运节前客流高峰期将出现在2月5日~

10日， 但不会出现客流激增的情况，客

流最高峰日送旅客在4万人次左右，高

峰日和整个春运节前客流量同比去年

均会略有下降。

为了减少线下接触，天河客运站今

年在加大微信等线上购票方式推广的

同时，在二楼配备了60多台现金、珠江

通、支付宝、微信等自助售票设备，在候

车室配备了16台自助检票机及19条自

助检票通道， 在旅客身份查验区域，配

备了12条刷脸身份查验自助通道等，方

便旅客购票、检票和身边查验，增强旅

客体验无接触式出行。 此外，该站为方

便长者和不方便使用微信等自助设备

的旅客购票， 以及军人旅客优先服务，

保留并加开了人工售票服务窗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记者从中

运客运公司获悉，其下属芳村客运站、滘

口汽车站、海珠客运站、夏茅招呼站等从

1月13日起开售2021年春运车票，旅客可

通过“广州中运客运”“芳村客运站”“滘

口汽车站”“海珠客运站” 和“夏茅汽车

站”微信公众号线上购票，或通过站场自

助售票机、人工窗口现场购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最

低气温出头难，最高气温升得快。 12

日，五山站最低气温仅3.2℃，最高气

温19.6℃，直逼20℃。 预计，未来三天

气温逐日回升， 阳光下暖暖的好舒

服；不过昼夜温差大，早晚温度低，

还是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展望16

日夜间有新冷空气影响， 气温又将

再次下降。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14~16日全

省大部晴朗干燥，气温逐日回升，早

晚寒冷，昼夜温差大；17~18日中等偏

强冷空气影响， 全省日平均气温将

下降5℃～8℃。16日夜间到18日，一股

中等偏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广

东省，日平均气温将下降5℃～8℃，伴

有6级～8级海面大风。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14日早晨最

低气温较13日将回升3~4℃，市区7℃

左右，北部高海拔山区-1℃~1℃，有

霜

（冰）

冻；14日白天至16日白天以晴

到多云天气为主，干燥维持，昼夜温

差大，早晚仍寒冷，部分地区有轻雾；

16日夜间起新一股中等偏强冷空气

将带来5℃~7℃降温，偏北风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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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至13日， 广州出现强冷空气

天气过程。 市民政局部署各区、各救助

站联合公安、城管等部门并发动社会力

量全面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

动， 共出动224个工作组， 人员5292人

次，车辆1070车次，所发物资共折价约

104.5万元；救助流浪乞讨

（露宿 ）

人员

1616人次， 发放御寒物品1589件套，食

品药品1230份；向困难群众3648人次发

放各类御寒物资6664件。

此次强冷空气过程对种植业和水

产养殖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截至目

前，花都区赤坭镇科合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大约有2300斤左右的陵鱼苗死亡；广

州市顺源水产养殖场冻死罗非鱼约6万

斤，市场价值50万~60万元。从化区渔业

受灾面积55亩，死亡禽畜1553只，农作

物受灾面和16288.5亩， 农业经济损失

合计2123.88万元。

据了解，广州市已建设市级生活类

救灾物仓库1个，3个代储仓库，11个区

级仓库， 仓储总面积达7685平方米，仓

库储备物资能够满足2万名灾民30天的

基本生活保障，并建立健全应急物资紧

急运输“绿色通道”，实现灾情发生后6

小时内将救灾物资运送至灾区。

据介绍，广州市应急管理局积极推

动《广东省暨广州市应急物资保障基地

项目》立项，拟投入财政资金3亿元，建

设包括救灾物资储备库、 食品储备库、

防疫物资储备库、生产辅助用房、管理

附属用房等在内的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近10万平方米。

除此之外，广州正积极推进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目前已建设各类应急避难

场所共1364处，总避难面积约2132.84万

平方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

昨

日，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

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通告，鉴

于此轮低温冰冻天气对广东的影响趋

于减弱，依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

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

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 省应急

管理厅昨日14时结束防冻应急响应。

近日广东气温上升， 但早晚仍较

寒凉， 请有关地区和部门继续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做好防寒保暖工作，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生产生

活秩序正常。

天河客运站今起开售春运汽车票

芳村客运站等开售春运汽车票

中等偏强冷空气 周六夜间入穗

将降温5℃~7℃，今明昼夜温差较大请注意保暖

广东昨起结束防冻应急响应

南沙执信学校

今年9月启用

现招聘41名教师，1月27

日前可报名

广州拟投3亿元建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面积近10万平方米

客运站春运热门班线（部分）

芳村客运站客流主要集中在海

南、广西、湖南、福建、湖北、江门、阳

江地区等线路；

滘

口汽车站客流主要集中在广

西、肇庆、云浮、阳江、江门、佛山地区

等线路；

广州天气预报

14日，多云间晴，7℃~19℃

15日，晴到多云，9℃~21℃

16日，晴到多云，10℃~22℃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成广聚 余菲 ）

记者从广州市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获悉， 北京路步行街

十八坑和李白巷两座环卫公厕提升改

造工程已于日前完工并向市民开放使

用。 升级后的两座公厕调高了女性厕

位比例， 增设了母婴卫生间和第三卫

生间。

北京路李白巷公厕完成改造后，

周边居民纷纷点赞。“以前上厕所经常

要敲门，很尴尬。现在厕所门口有指示

灯，有人无人一目了然。 ”家住附近的

居民老黄说。据悉，智能化管理是改造

后的一大亮点。实现智能显示后，市民

就能从外部知晓厕位占用情况。

据了解， 越秀区城管部门联合北

京路核心区管委会对人流量最大的十

八坑公厕、李白巷公厕进行改造，前期

对改造公厕开展自查。 为使公厕建设

风格与北京路步行街风格协调， 公厕

改造项目由北京路提升改造工程设计

团队进行设计， 对公厕内环境重新布

局，对外观进行美化，采用仿古砖、灰

瓦及现代瓷砖， 将古典与现代风格相

融合，并融入北京路步行街元素，如蹲

位门板印制北京路标识等。

北京路步行街

两座公厕

改造后重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