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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粤交警）

五一假期过半， 不少驾车出行

的市民即将踏上返程旅途。 记者从广东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 预计4日起

全省高速公路将迎来大批返程车流，部

分高速公路将出现缓行拥堵情况。 对于

12处可能出现的拥堵路段，公安交警部

门发布最新绕行指引，并建议市民提前

规划，提前返程或延后返程，避开4日、5

日的高峰时段。

1.

惠深沿海高速 （深圳市盐田区

段）

：西行往市区方向，在惠深沿海高速

绕行武深高速；往龙岗方向，行驶武深

高速—南坪快速—坪西路—坪葵路—

深汕路；往惠州方向，从大亚湾绕行惠

大高速。

2.

武深高速（韶关市仁化县段 ）

：往

南行方向，在恩村收费站出口，行驶106

国道，至武深高速丹霞山收费站上高速

行驶。

3.

二广高速（肇庆市广宁县段 ）

：往

广州方向，从古水、广宁、宾享出口，行

驶省道S263， 至二广高速四会西入口，

重新行驶二广高速公路。

4.

广佛肇高速（肇庆市封开县段 ）

：

1.在怀阳高速欧垌互通，往怀集方向绕

行二广高速；2. 广佛肇封开东， 回龙出

口，行驶G321国道，至广佛肇高速德庆

入口，重新行驶广佛肇高速往广州方向

行驶。

5.

沈海高速（江门市新会区段 ）

：从

深岑高速高村立交绕行广台高速，或从

深岑高速古猛出口下高速绕行325国

道，再从大雁山收费站驶回沈海高速。

6.

汕湛高速 （茂名市电白区段 ）

：1.

在丰垌互通，行驶茂名港高速—黄羌互

通—沈海高速东行。2.在仙塘互通，行驶

包茂高速北行

（往信宜、芩溪方向）

—包

茂高速—深岑高速立交互通—深岑高

速东行

（往广州方向）

。

7.

长深高速（惠州市惠阳区段

)：1.行

驶长深高速—珠田互通—广龙高速

（往

东莞方向）

—武深高速

（往深圳方向）

；2.

行驶长深高速—镇隆互通—甬莞高速

（往东莞方向 ）

—武深高速

（往深圳方

向）

。

8.

济广高速 （梅州市五华县段 ）

：1.

往广州方向，在华阳收费站，行驶G355

国道—济广高速紫金东收费站上高速。

2.往深圳、惠州方向，在华阳收费站，行

驶G355国道紫金方向—济广高速紫金

西收费站—广龙高速。

9.

甬莞高速 （汕尾市海丰县段 ）

：1.

在海丰西出口， 行驶324国道—往深汕

高速后门或埔边深汕高速入口，上深汕

高速行驶。 2.在海丰公平出口，行驶324

国道—深汕高速后门或埔边深汕高速

入口，上深汕高速行驶。

10.

沈海高速（汕尾市海丰县段）

：1.

在埔边出口， 行驶324国道—深汕高速

海丰鲘门入口再上高速；2. 在马宫或霞

湖东出口，行驶至324国道。

11.

汕湛高速（阳江市阳春市段）

：从

春城互通转罗阳高速南行，至阳江西互

通转沈海高速。

12.

许广高速（清远市清新区段）

：在

许广高速浸潭出口，行驶G107国道—许

广高速禾云收费站或龙颈收费站—许

广高速南下；2. 许广高速—禾联岗立

交—汕昆高速—乐广高速南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

赏山水田园 , 享山涧野

趣，寻诗意乡愁。 五一期间，广州旅游

市场畅旺，市民游客出行意愿高涨。 自

驾游、短途游、周边游特别是乡村游成

为市民游客出行的热门方式， 广州乡

村旅游持续火爆。

感受岭南文化、体验劳作乐趣，观

景踏青、赏花休闲，品农家特色美食、

打卡网红景点等成为热门假日体验。

从化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线路、 花都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

馆系列微党课、 番禺祠堂红色故事等

活动等红色主题游也备受欢迎。

五一期间，南沙天后宫推出“广州

南沙妈祖文化旅游节”，新增加的海祭

大典吸引了众多游客目光， 东涌镇举

办的庆祝建党100周年珠三角咸水歌大

赛， 让游客在古老的非遗咸水歌声中

感受浓浓乡愁；番禺宝墨园推出“首届

汉风荷韵旅游文化节”，给游客带来别

具一格的民俗文化体验； 从化宝趣玫

瑰世界推出玫瑰艺术文化节， 让市民

游客在从化有更多丰富的体验。

除了人文古韵，游山玩水、亲近自

然也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出行方式。

从化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推出七彩斑斓

花海观赏节，让人流连忘返；增城区举

办“圣女果采摘、水果试吃品鉴”及形

式多样的乡村民宿体验活动， 让市民

游客体验乡村生活、享受田园野趣；黄

埔推出“漫步都市田园， 乐享休闲时

光”之旅，长洲岛都市农业公园、隆平

国际现代农业

（水稻）

公园等景点成为

亲子研学游的热门选择。

此外， 广州乡村旅游景点还推出

一系列消费惠民门票优惠活动。 花都

美林湖花果山芳香小镇推出五一假期

免费玩活动， 菁木山舍民宿提供免费

户外亲子自然教育课程，沙湾古镇、白

水寨、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以及流溪河

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推出门票八

折优惠， 让游客充分领略广州乡村游

的独特魅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陈卫）

记者昨日获悉， 广东省交通集团

所属的广佛肇高速预计今起将迎来返程

高峰，入口车流量预测将超10万车次。

由于佛山段营运开通及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等多重因素，5月1日

和2日，广佛肇高速迎来出行高峰。据统

计， 全线出口车流两日合计超23万车

次，同比去年增长10.6%。 根据预测，广

佛肇高速将于今日迎来返程高峰，预计

车流高峰路段主要集中在回龙至小湘

路段、东行黎壁山隧道、北岭山隧道。

广佛肇高速提醒广大司乘朋友，

五一假期出行， 进入高速公路行驶时，

一定要做好出车检查工作， 确保车辆

状态优良； 尽量避开易拥堵时段， 错

峰出行。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广东高

速通” 查看广东省高速公路实时路况

信息， 合理规划行车路线。 一旦在高

速公路发生故障、 轻微事故等安全问

题， 可拨打110或高速监控电话0758-

8290033报警求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黄文浩 通讯员 粤文旅宣）

五一假期

第三天，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获悉，据初步测算，假期前三天，广东

纳入监测的150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

客755.3万人次

（同比增长

224.2%

，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1.5%

， 以下均

按可比口径 ，下同 ）

；纳入监测的

14段古驿道重点区域共接待游客

133.4万人次

（同比增长

76.9%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4.25%

）；

纳入监测

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接待

游 客 66.1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58.7%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5.1%

）

；

纳入监测的71个乡村旅游点和历

史古村落接待75万人次； 纳入监

测的75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

48.4万人次。

同时，5月1日至5月3日15:00，

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总预约数

为138.5万人次， 在全国重点景区

预约统计中排名前列。 截至5月3

日，全省

（区、市）

共出动执法人员

6864人次， 共巡查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794家次，娱乐场所670

家次，演出场所79家次，旅行社及

其分支机构258家次，旅游团队37

个，景区537家次。 截至5月3日，全

省未收到文化旅游安全生产情况

报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记

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进入五一小长

假第 3 天， 探亲、 旅游、 学生等客

流相互叠加， 铁路客流继续居高不

下。 当日， 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

206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9.2%

（与

2019

年对比）

。 其中， 广州站发送旅

客 6.5 万人次， 到达旅客 7 万人次；

广州东站发送旅客 5.7 万人次， 到达

旅客 6.2 万人次； 广州南站发送旅客

30.2万人次，到达旅客30.6万人次；深

圳站发送旅客2.9万人次， 到达旅客

2.8万人次；深圳北站发送旅客17.7万

人次，到达旅客16.7万人次；长沙站发

送旅客8.5万人次， 到达旅客10万人

次；长沙南站发送旅客15.2万人次，到

达旅客13.3万人次。

针对五一小长假期间客流较为

集中、 短途客流占比高等特点， 广

铁集团当日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333

对， 其中高铁动车组列车 1116 对，

普速列车 217 对， 满足旅客出行需

求。

为方便旅客出行，营造良好的温

馨旅行环境，广铁各大火车站完善站

内安全、引导、服务标识，并重点对电

梯、安检仪、空调等设备设施做好维

保工作。 同时，根据客流变化各大车

站将及时增加各进站口的实名制验

证和安检通道数量，加强安检外围区

域的引导。 此外，铁路部门继续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进出

站测温制度。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请合理

安排好行程， 预留足够时间进站乘

车。 排队进站乘车时佩戴好口罩，保

持一定距离。 现已全面实施电子客

票，可不用取纸质车票，直接刷身份

证等有效证件进站乘车。

全省高速公路今起将迎大批返程车流

广东交警发布最新绕行指引

广佛肇高速入口车流量或超10万车次

赏山水田园，享山涧野趣

五一假期，广州乡村旅游持续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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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前三日广东景区

接待游客755.3万人次

较2019年同期

增长11.5%

广铁昨日发送旅客

206万人次

宝墨园内荷花绽放。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