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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王天巍 程正泉）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

获悉， 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规” 已于

昨天下午在海南琼海市沿海登陆。 预计

“圆规” 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以后趋

向越南北部， 对广东省风雨影响趋于结

束。

受“圆规” 影响， 昨日白天， 珠

海、 中山、 江门、 深圳、 汕尾和惠州南

部市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粤

西、 粤东、 梅州和珠江三角洲中北部市

县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据统计，

昨日 8~16 时， 汕尾市区新港街道录得

全省最大雨量 154.1 毫米。 降温方面，

昨日白天， 珠江三角洲西部和粤西市县

最高气温较前一天下降了 1℃～3℃。 最

低气温具体分布大致如下： 广东西部和

河源北部市县 17℃～20℃， 粤东沿海市

县 24℃～28℃ ， 其余大部市县 21℃～

23℃， 其中清远连南录得全省最低气温

17.0℃。 另外， 受“圆规” 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 广东省海面和陆地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大风， 其中， 南部沿海市县风

力 6 级～8 级、 阵风 9 级～10 级， 其余市

县 5 级～6 级、 阵风 7 级～8 级； 广东省

海面风力 7 级～9 级、 阵风 10 级～12 级。

广州市区昨日白天出现了小雨， 五山站

录得 5.1 毫米雨量， 其白天最高气温

25.1℃， 较前一天下降了 0.8℃， 早晨最

低气温 20.7℃， 较前一天下降了 0.2℃。

昨日 15 时 40 分，台风“圆规”在海

南琼海市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

大风力 12 级

（

33

米

/

秒）

。 预计“圆规”将

以 25 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

以后趋向越南北部， 对广东省风雨影响

趋于结束。

省气象局预测，受台风“圆规”和冷

空气共同影响，今天，粤西市县大雨转阵

雨；明天，全省风雨减弱；后天起全省将

受新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天气转清凉。

具体预报如下：14 日，粤西沿海市县大雨

转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15 日全省

大部多云转阵雨局部大雨；16 日至 17

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分市

县多云为主， 各地气温下降 3℃～5℃，天

气清凉。

广州市未来三天天气具体预报如

下：14 日，阴天，有阵雨，气温介于 20℃

到 27℃之间，吹清劲的东北风；15 日，阴

天间多云， 有阵雨局部大雨， 气温介于

21℃到 26℃之间， 吹清劲的偏北风。 16

日，多云，气温介于 22℃到 27℃之间，吹

清劲的偏北风。

台风“圆规”对广东风雨影响趋于结束

广州今明两天仍有阵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昨日上

午，受台风“圆规”影响，广州市儿童公园

发布临时闭园通知。 截至昨日 14 时，公

园仍处于闭园状态中。 由于公园大门紧

闭，偶尔有家长带小朋友路过，往公园里

张望一下便匆匆离去。

“看着天黑压压的，我也是带孩子出

来散散步就回去了， 不会在户外停留太

久。 ”居民张小姐说道.

“台风快来了， 公园现在都关门了，

今天这里比平时少了很多人。 ”外卖小哥

曾师傅表示，台风天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如遇风雨“也会暂停接单，提前下班”。

记者了解到， 广东省气象局昨日上

午发布消息称，台风“圆规”昨日 5 时加

强为台风级，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2 级

（

33

米

/

秒）

。“圆规”以 25 到 30 公里的时

速继续快速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略有

加强， 下午将在海南岛东部沿海地区登

陆。

昨晚 9 时左右， 记者从广州市儿童

公园获悉，由于台风“圆规”影响逐渐减

弱，今天广州市儿童公园将正常开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绮媚）

昨

日上午， 广州动物园发布消息称，受

台风“圆规”影响，昨日实行全面闭

园，重新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记者昨日中午来到广州动物园

南门广场时发现， 虽然已暂时停雨，

风力减弱， 但往日游人如织的广场

上仍是显得格外冷清， 只剩三三两

两的市民， 或趁着停雨间隙在花坛

边闲坐休憩， 或带着孩童在公园的

造型花艺上拍照留影， 感受一把

“风中作乐”。

原定当天休息想要带小孩进园

游玩的市民邱先生一家表示，出发前

没关注到闭园通知。“我们能理解公

园的做法，等安全的时候再来玩也不

迟。”对此，驻守在公园门前的安保人

员也向现场其他想要进园游玩的市

民表示，暂时未知开园时间，具体可

留意公园的微信公众号通知。

公园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夏秋季节是台风的高发期，为了做好

应对，园内此前已备好足量的沙袋等

防御措施。 此外，由于园内林木数量

众多，也相应地安排了工作人员对其

进行修剪，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至于大家关心的动物们，该工作

人员表示，发布闭园通知时还尚未开

园，大多数日常会在户外展示区活动

的动物们都会留在室内活动，市民可

以放心。

昨晚8点半左右， 记者从广州动

物园获悉， 由于台风影响已经减弱，

广州动物园今天将恢复开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受第 18 号台风“圆规” 影响，

目前部分登高点已出现树木倾

斜、 倒伏、 断枝等情况， 道路

受阻， 不利于群众进行登高活

动。 广州市三防总指挥部已启

动三级应急响应。 根据应急响

应要求， 公园景点停止营业，

疏散游客， 停止室外大型活动。

为防止台风带来的次生灾害影

响， 切实保护市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广州市重阳节群众登

高点全部暂时关闭。

重阳节登高点

全部暂时关闭

受台风影响昨日临时闭园

广州市儿童公园今日正常开放

昨日受台风影响闭园一天

广州动物园今日恢复开放

昨天有市民并不知道广州市儿童公园临时闭园。 信息时报记者 刘诗敏 摄

来到才知道闭园的市民。 右图为入口贴着闭园通知。 信息时报记者 黄绮媚 摄

广州市儿童公园的闭园通知。

信息时报记者 刘诗敏 摄

三三两两

的市民在广州

动物园南门广

场 上 闲 坐 休

憩。

信息时报记者

黄绮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