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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见习

记者 王思雨 通讯员 交通宣 ）

前日，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微博“@ 广州

交通” 发布消息称， 第 130 届广交会

将于 10 月 15 日至 19 日召开， 广州

市对疫情防控工作提档升级。 为方便

广大旅客在会展期间的生活出行， 广

州市在白云机场等 9 个交通场所设置

了免费核酸检测点， 为省外来

（返 ）

穗的持票旅客提供免费核酸检测服

务。

为省外来

（返）

穗的持票旅客提供

免费核酸检测服务的点具体包括：白

云机场、广州火车站、广州东站、广州

南站、广州北站、庆盛站、省汽车客运

站、天河客运站、

滘

口客运站。

交通防控专班特别提醒， 在上述

交通场所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旅客不

必停留等待检验结果， 取样后即可离

开，检测结果可通过手机查询。

为方便省外来（返）穗旅客

白云机场等交通场所可免费测核酸

为省外来（返）穗持票旅客提

供免费核酸检测的服务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见习记

者 王思雨 通讯员 宋承军）

昨日， 记者

从广州市应急管理局获悉，2021 年全市

第二届森林消防业务技能大比武活动于

10 月 10 日~11 日顺利举办。 经过两天的

比试， 市林业局白云山森林消防队获得

团体总分第一名， 将代表广州市迎战全

省森林消防专业技能大比武。

开幕式上，记者在现场看到，队员们

身着橙黄色制服准备演练项目。 随着指

挥官一声令下， 参与展示的队员迅速到

达指定位置开始演示。 在泵车结合项目

中，只见队员迅速拿起水泵、水带等设备

跑到消防车旁进行组装。 期间虽然一直

在下雨， 但消防队员们的速度并未受到

影响。组装完成后，一人抱着水带冲向火

情点展开扑救。 增城区消防大队的副大

队长陈嘉俊表示：“泵车结合项目是最能

体现消防员专业性的项目， 需要负责水

源泵、消防车、接力泵以及水袋等装备的

衔接运用与配合， 通常在地势陡峭且火

情较大的现场中使用， 是每次火场最基

础的实践操作。 ”

此外， 水车演练也给记者留下了深

刻印象。 只见消防员先驾驶消防车到达

指定地点后， 一人负责操纵消防车内部

设备， 一人作为“水炮手” 迅速展开车

内踏板， 登上消防车顶， 控制水炮方向

进行扑救。 “水炮手” 从下车到登上车

顶灭火， 用时不到 1 分钟。 来自番禺区

森林消防队的消防员郭远熙介绍， 在救

援中， 通常只有遇到火情较大的情况，

才会派出大型水车进行水炮扑火。 “我

作为水炮手， 需要快速进行车顶转移和

水炮操作， 当时我反复练习了 1 个月才

熟练。 ”

据悉，此次大比武共有来自天河、白

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区

以及市林业园林局的 9 支队伍、135 名队

员参赛。 他们围绕专业理论、技能、体能

等 3 方面，就理论测试、泵车结合以水灭

火、定向越野识图用图、负重越野跑 4 个

实战化科目展开比拼。 经过两天的激烈

角逐，最终，市林业局白云山森林消防队

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 将代

表广州市参与全省比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绵钦

通讯员 粤交警）

继广州、深圳作

为试点城市推广应用全国统一

电子驾驶证后，10 月 20 日起，广

东再新增加 5 个应用全国统一

电子驾驶证试点城市。

昨日， 记者从广东交警获

悉，自 10 月 20 日起，在全国第

一批推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电

子化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将在 110

个城市第二批推广应用。 据了

解， 为保证电子驾驶证及时、顺

利发放，第二批 110 个推广应用

城市将自 10 月 20 日~26 日错峰

上线电子驾驶证申领功能。

广东交警提醒，驾驶人可以

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排，通过全

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申领

电子驾驶证。 推广应用城市发放

的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见习记者 王思雨 通讯员 钟锐 ）

记者前日从广州地铁获悉， 广州

地铁四号线运能“二次”提升，最

小行车间隔缩至 2 分 20 秒，将为

广交会期间的运输保障增添助

力。

据介绍，10 月 8 日起， 四号

线在工作日再添 4 列车上线运

行，共计上线 48 列车，这意味着

最小行车间隔压缩至 2 分 20 秒。

此次加车增能进一步提升了四号

线高峰时段的客流运输能力，又

恰逢第 130 届广交会开幕之际，

运力提升也将为广交会期间的运

输保障增添助力。

今年以来， 广州地铁集团聚

焦群众出行需求， 不断优化运营

组织， 竭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民

生实事。其中，四号线先后实现了

两次加车增能， 最小行车间隔从

年初的 2 分 44 秒进一步压缩至

2 分 20 秒，最大上线列车数也从

40 列逐步增至 48 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通讯员

骆宝施 王俊典）

为保障第 130 届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

安全顺利举

办， 广州市海珠区委政法委联合琶洲街

道、团区委、区平安促进联合会、琶洲街

平安促进会等单位， 积极发动“广州街

坊·海珠平安使者”群防共治力量参与广

交会展馆周边治安防控、防疫宣传、核酸

检测、语言翻译、人员车辆疏导等工作，

为广交会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在广交会展馆周边 30 多个值勤点

上，“广州街坊·海珠平安使者” 采用混

合编组的形式， 配合公安干警、 辅警、

保安和志愿使者， 他们身穿不同的制服

和志愿者服装， 共同佩戴“广州街坊·

群防共治” 红袖章， 在开展治安防控工

作的同时， 兼任公共文明引导员、 防疫

科普宣传员、 应急救援警报员和平安展

会保障员。 据悉， 10月10日至19日，

“广州街坊·海珠平安使者” 每天将上岗

600多人次参与广交会志愿服务保障工

作。

身穿绿白相间志愿服的海珠区团委

青年志愿者也是“广州街坊·海珠平安使

者”的重要组成力量。 上岗前，志愿者团

队还组织了专项业务培训和上岗誓师活

动，他们将依托“新时代驿站”及会展周

边的志愿服务岗位为中外客商提供防疫

宣传、办证指引、语言翻译、场馆引导等

服务。

广东新增5个城市

应用全国统一

电子驾照

广东新增

应用电子驾照城市名单

1.珠海

2.佛山

3.中山

4.江门

5.清远

电子驾驶证申领日期

珠海、佛山：10 月 20 日起

中山、江门：10 月 23 日起

清远：10 月 26 日起

广州地铁四号线

最小行车间隔

缩至2分20秒

每天600人次“广州街坊·海珠平安使者”护航广交会

10月10日~19日期间为中外客商提供办证指引等服务

第二届森林消防业务技能大比武圆满完成

泵车结合以水灭火 考验消防员专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