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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广州天气晴热，建设大马路小学，学生们

穿着短袖的表演服进行合唱。

信息时报记者胡瀛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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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2 月 22

日至 28 日期间，广州将陆续迎来大中小

学开学及新生报到、学生返校高峰。广州

公交集团交通站场中心下属 BRT 管理

公司将在确保 BRT 线路原有运力足量

投放的基础上增加 5%的运力作为应急

后备运力，一旦客流较大，将启动应急响

应，及时启用，避免出现候车时间长、乘

车拥挤等现象。

此外，BRT 将重点做好途经执信中

学、培正中学、广州市第二中学、广东广

雅中学、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周边

区域的公交线路保障工作， 通过灵活调

度措施，在上（放）学时段增加途经线路

发班，并根据上学客流的候乘时段需求，

要求各途经 BRT 线路安排车辆在高峰

期 7 点前全部出场。

BRT 还将严格落实乘客及站台工

作人员测温全覆盖，发现体温异常乘客，

将严格按照操作流程，采取措施，确保隐

患源始终与场内人员保持安全间距直至

市疾控机构到场收治处理。 BRT 全线运

营车辆将实行“一趟一擦拭、 一日一深

消、一圈一通风，运行过程一律通风”的

安全保障模式，同时 BRT 站台执行每天

三次，重点站台四次的全方位消杀，重点

对扶手、 座椅等乘客频繁接触的部位进

行清洁消毒，确保不留死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记者获悉，

面对开学季，广州公交集团交通站场中心

下属广州南汽车站增强广州、深圳、东莞、

惠州、中山、江门、肇庆等地区班线运力，同

时根据旅客出行需求， 进一步优化网约

车、定制包车等多样化疏运方式，满足各

种时段、各种层次的学生出行需要。 学校

如有需要定制专线返校，可联系广州南汽

车站（020-39267210）进行定制包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

员 交宣）

昨日是幼儿园、中小学春季

开学日，记者从广州市公安交警部门

获悉，广州交警提前部署，主动联合

教育、交通等职能部门落实各项交通

安全防护工作。广州交警启动高等级

勤务，在学生返校首日及上学、放学

等重点时段，在学校出入口等重点部

位“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派出

“羊城铁骑”加强巡逻管控，设置“护

学岗”120 个，校车查车点 42 个，严查

过往校车，确保学校周边路段交通安

全、有序。

开学前：

隐患排查、联动护畅

开学前夕， 广州交警组织警力，

对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进行隐患

排查，及时“清零”安全隐患，同时加

强校园周边道路施工监管工作，确保

校园周边道路安全设施齐全有效，车

辆通行顺畅有序。

此外，广州交警积极推进“交警

畅学”计划，深化“警家校”工作，进一

步完善“校家委会-班家委会-每日

护安护畅小队-队长-队员” 护畅工

作机制，并通过导航地图、交通户外

情报板、官方微博和交通电台等信息

平台及时发布出行提示等交通诱导

信息。

开学日：

设“护学岗”、查“黑校车”

据了解，为做好开学日的交通管

理工作，广州交警当天早、晚高峰时

段启动一级勤务，最大限度将警力投

放到重点路口、路段，加强交通节点

的监控疏导。

在上学、放学时段，对于交通环

境相对复杂的学校门口，广州交警常

态化设置交警“护学岗”120 个，每个

“护学岗”部署至少 1 名警力，加强接

送学生车辆停放管理，引导接送车辆

快速有序驶离； 对于校园周边路段，

广州交警派出“羊城铁骑”，强化学校

周边巡逻管控，重点整治学校门前及

周边主次干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不按规定信号灯通行，无牌

无证， 摩电聚集等交通违法行为，并

加大羊城铁骑的巡逻管控力度，快速

处置突发警情，严格执行“见警察、见

警车、见警灯”的“三见勤务”，全力保

障学校门前及周边路段交通平稳、有

序、安全。

同时，广州交警严查“黑校车”，

以及校车不按照经审核确定线路行

驶、校车驾驶人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

驾驶校车、不按照规定在校车停靠站

点停靠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据了

解， 昨日全市共设置 42 个校车检查

点，共检查过往校车 110 多辆。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黄 熙 灯 ）

27.9℃！昨日，五山观测站录得的最高气

温直逼 28℃关口， 且在阳光的加持下，

广州白天是妥妥的夏日感觉。有街坊表

示，这波高温能否将广州带入夏天？ 记

者获悉，从气象部门的预测来看，即使

按照“简标”，这波高温也很难将广州带

入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昨日，五山观测站录得的最低气温

和最高气温分别为 15.6℃和 27.9℃，较

21 日分别上升 0.4℃和 1.9℃。气象部门

预测，23 日和 24 日，五山观测站的最高

气温将达 30℃和 28℃；25 日和 26 日，

受降雨影响气温略有下降，但最低气温

将攀升至 19℃，两天的平均气温仍有可

能达到或超过 22℃。 按照“简标”，即五

山站的平均气温均将连续 4 天在 22℃

（含）以上，只要 22 日或者 27 日其中的

一天平均气温在 22℃（含）以上，广州即

算成功入夏。 但受最低气温拖累，22 日

五山观测站的平均气温或达不到 22℃，

至于 27 日，因为雨水的影响，最低气温

和最高气温均将小幅下降，平均气温更

是达不到 22℃。 所以，从目前的预测来

判断，即使按照“简标”，广州这次还是

无法真正入夏。

再来看“滑标”，即使五山观测站的

5 天滑动平均气温均在 22℃以上，但因

为较常年入夏时间 4 月 16 日提前近两

个月，还需做第二次判断。 此外，根据预

测，3 月还有冷空气到来，其中 3 月 2 日

至 3日，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广州有小

雨，气温将下降 3℃~4℃，又是妥妥的春天。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23 日至 24 日，

全市总体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早晚有轻

雾；25 日至 27 日，受高空波动和偏南风

加大影响，全市将出现小雨天气，气温

小幅下降；28 日至 3 月 1 日， 全市多云

间阴天， 有分散小雨；3 月 2 日至 3 日，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有小雨，气温下

降 3℃~4℃。

寒假结束，开学“暖洋洋”

广州今日最高气温将达30℃，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仍难以“入夏”

广州迎来开学季

BRT

增应急运力

广州南汽车站

提供定制返校专线

开学首日 广州交警全力以“护”

多管齐下确保学校周边路段交通安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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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气预报

23

日：多云到晴，早晚有轻雾，

17℃~30℃

24

日：多云，早晚有轻雾，

18℃~28℃

25

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小雨，

19℃~26℃

26

日：阴天，有小雨，

19℃~26℃

27

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小雨，

17℃~25℃

28

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小雨，

18℃~26℃

3

月

1

日：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小雨，

20℃~27℃

3

月

2

日：阴天，有小雨，

15℃~23℃

；

3

月

3

日：多云间阴天，有分散小雨，

15℃~20℃

▲

交警在花都区一学校

校门处值守。

荨

交警正在检查校车的

情况。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