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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风清羊 ）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继续擦亮广州红色城市品牌，展现

广州推动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

彩”的生动实践，广州市委网信办、广

州市互联网行业党委持续开展“广州

红 幸福城”2021 年城市形象网络宣传

活动。昨日上午，“广州红 幸福城”网宣

活动子活动———“向上广州红”红色文

化周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发

布。

本次文化周活动于 9 月 14 日～20

日在广州举行， 主要包含“寻迹广州

红” 红色之旅学习体验活动、“律动广

州红” 线下快闪音乐会和“云看广州

红” 城市慢直播三大板块内容。 作为

“广州红 幸福城”网宣活动的子活动之

一，此次活动聚焦广州红色文化底蕴、

融入岭南传统艺术和现代潮流文化，

以互联网行业党建为抓手， 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推动传承广州红色文化，持

续打造城市特色 IP。

发布仪式结束后， 由广州市重点

互联网企业基层党组织党员代表、媒

体记者、自媒体达人组成的“学习体验

团”， 从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出发，围

绕“百年党史感悟之旅、广州起义红色

之旅、改革开放窗口之旅”三大特色线

路，参观农讲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革

命旧址，游览天河路商圈、花城广场、

海心桥，抵达广州塔。“学习体验团”循

着广州蓬勃发展的历史脉络， 一路领

略近代革命者的理想情怀和奋斗精

神，深切感悟千年商都的红色基因，从

中汲取向上的红色力量。

红色文化周期间，“律动广州红”

城市快闪音乐会将持续为观众带来独

具岭南特色的潮听盛宴。 活动选取

2020 年“广州红八景”中的永庆坊、北

京路和广州塔等三个人气地标景点，

于 9 月 15 日至 17 日连续三天， 每天

围绕一个景点，依次开展 35 分钟的线

下迷你快闪音乐会。

9 月 14 日至 9 月 20 日，活动携手

广州联通 5G 打造“云看广州红”城市

慢直播，调用广州塔、海珠桥、东湖春

晓、珠江琶醍、白云国际机场等九个广

州代表性地标景点的 5G+VR 点位，打

造连续一周的城市 5G 慢直播，多维度

呈现广州的城市文化、自然胜景。 直播

期间，市民可在 @ 中国广州发布和 @i

广州官方抖音号全天候云赏广州城市

风光， 足不出户就将广州代表性地标

景点的日夜全景尽收眼底。

“向上广州红”红色文化周活动启动

包含红色之旅学习体验活动、线下快闪音乐会和城市慢直播三大板块内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

灯 ）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台获

悉， 广州今日有雷阵雨局部暴

雨。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 ， 15

日～17日全省

（雷）

阵雨明显，

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 雷雨时

局地伴有7～8级短时大风； 粤

北和粤东部分市县仍有35℃以

上高温。 具体预报为： 15日，

粤西沿海和珠江口附近市县多

云间阴天， 有中

（雷）

雨， 局

部暴雨或大暴雨， 河源、 梅州

和粤东市县晴到多云， 有分散

的

（雷 ）

阵雨， 其余市县多

云， 有

（雷）

阵雨， 局部大雨

或暴雨； 16日， 珠江三角洲市

县多云， 有中

（雷）

雨， 局部

暴雨， 河源、 梅州和粤东市县

晴到多云， 局部有

（雷 ）

阵

雨， 其余市县多云， 有

（雷 ）

阵雨， 局部大雨； 17日， 粤

西、 珠江三角洲和清远多云，

有

（雷）

阵雨， 局部大雨， 其

余市县晴到多云， 局部有

（雷）

阵雨。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 未来

三天受南海辐合带系统北上影

响， 全市雷雨活跃， 有雷阵雨

局部大雨或暴雨， 雷雨时伴有

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 未来三天天气具体预

报如下： 15日， 多云， 有雷阵

雨局部暴雨， 26℃～34℃； 16

日， 多云， 有雷阵雨局部大

雨， 25℃～33℃； 17日， 多云，

有雷阵雨， 25℃～34℃。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中秋三天小

长假，周边短途游是假期出游主流选择，同时，

中秋假期期间游客多选择在主题酒店赏月度

假，与家人共享团圆欢乐时光。

广深珠潮汕成省内中长线热门目的地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中秋小长假游客平

均出行半径与端午持平，短途周边游仍是中秋

出行市场主流。 数据显示，广州位列中秋小长

假周边游热门城市 TOP10 之一。

根据携程数据，省内中长线主要热门目的

地为广深珠、潮汕；短途主要热门目的地为清

远、惠州、佛山。 为此，旅行社在中秋期间推出

不少周边游线路，如携程广东自营推出的周边

新品线路，以秋天时令玩法为主，如温泉泡汤

系列清远温泉 2 日游等。

同时，9 月 23 日是我国第四个丰收节，旅

行社在行程安排中加入农耕丰收乡村文化体

验，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出游文化内涵。 如广

之旅 9 月 19 日出发的“【尚·美食】江门 2 天”

线路，特别安排专场中秋团圆晚宴，让大家度

过一个美好的中秋假期。

露营骑行观星等小众玩法陆续出现

中秋三天小长假，许多游客选择在主题酒

店赏月度假。 在携程平台上，近期赏秋主题、亲

子房、电竞房等房型热度上涨 82%。 由此可见，

赏秋景、带娃出游、电竞游戏等将成为用户中

秋出行预订酒店的主要考虑因素。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 近一周，“赏月”

搜索热度涨幅高达 354%，“露营”“骑行”“观星”

搜索热度分别增长 150%、166%、88%， 飞蝇钓、

帆板瑜伽等相关笔记在马蜂窝平台上不断涌

现，说明更多深度体验和玩法将陆续出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见习

记者 王思雨 通讯员 姚灏波 ）

中秋

假期，广州 BRT 预计发送营运班次

3.23 万班，客运量 116.93 万人次。

为做好中秋假期运输保障， 广

州 BRT 多措并举做好营运服务工

作， 强化安全保障和车辆保障， 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据介

绍，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预计

中秋假期市民多选择居家休息或短

途出行。 其中， 市内出行主要以前

往天河公园、 各区儿童公园、 白云

山等户外休闲场所为主， 主要涉及

B15、 B16、 B18、 B20 等线路， 届

时 BRT 将通过区间、 短线等灵活

有效的调度形式， 增加客流高峰时

段的运力和班次投入， 提升运输保

障能力。

需要提醒的是， 中秋节当日 17:

00 起，B18

（

B18

快）

撤销停靠白云索

道站

（西行）

，改停白云山管理局

（西

行）

①号分站；B16 线路西行进入云

台花园总站的车辆于金贵村

（西行）

②号分站实施前置下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刘雯 周会 罗中文）

昨日， 记

者从铁路部门获悉， 针对中秋假期

客流， 广铁集团日均增开 31 对高

铁、 24 对普速列车， 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广铁客运部门介绍，中秋小长假

客流主要以短途探亲为主、旅游客流

为辅，假日前期以广州、长沙等大城

市为中心向周边城镇辐射，后期以返

程客流为主，故本次广铁集团加开列

车主要针对返乡客流。根据大数据分

析， 广铁集团将增开广州至长沙、湛

江、茂名、韶关、乐昌，深圳至长沙、湛

江西，长沙至广州、深圳、岳阳、怀化

等方向的列车。

为满足粤东和粤北方向旅客出

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中秋前后加开了

广州往韶关、坪石、南雄、梅州方向的

往返普速列车。 针对潮汕地区历年

来有中秋回乡团圆的习俗，广铁集团

分别增开 10 对广州、 深圳与潮汕地

区的往返高铁，同时增开深圳至北海

1 对往返动车组。 据广铁客运部门介

绍，目前除开往潮汕地区的动车组车

票稍显紧张外，其他热门方向票源充

足。

余票方面，9 月 18 日～23 日，由

广州、深圳地区往长沙岳阳、湛江、珠

海、武汉、南昌、上海、南宁、成渝等方

向，湖南地区前往广深、南昌、上海、

北京、 西北等多个热门方向均有余

票。 尚未购到票的旅客可使用 12306

候补购票功能，广铁将实时根据候补

大数据分析， 每日精准增开列车，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

明天有雷阵雨

局部暴雨

中秋假期周边短途游仍是主流选择

数据显示，短途主要热门目的地为清远、惠州、佛山

中秋节当天B18、B16线路站点有调整

广深往长沙湛江武汉等方向均有余票

昨 日 ， “ 学

习体验团 ”参观

农讲所 、广州起

义烈士陵园 、广

州 起 义 纪 念 馆

等 ，开 展 “寻 迹

广州红 ”红色之

旅 学 习 体 验 活

动。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