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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明雨水持续 下周二或见阳光

周末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周日晚冷空气来袭

越秀区公办园昨日摇号

报名人数

与招生计划数

比例为3.47: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昨日上午，越秀

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招生电脑

摇号仪式顺利举行。此次报名参

加电脑摇号的人数为5038人，报

名人数与面向社会电脑摇号招

生计划数比例为3.47:1。

今年，越秀区教育部门办幼

儿园共20所，电脑摇号招生总计

划1452人。越秀区教育部门办幼

儿园招生网上报名从5月9日上

午8：30开始， 截至5月11日17：

30，报名人数为5038人，报名人

数与面向社会电脑摇号招生计

划数比例为3.47:1。其中，竞争最

激烈的是东山教工幼儿园，报名

人数与面向社会电脑摇号招生

计划比例是6.86:1，相当于7个幼

儿抢一个学位。 另外，在电脑摇

号前已被越秀区教育部门办小

区配套幼儿园确认录取幼儿99

人，此类幼儿不再参加本次电脑

摇号报名。

据悉，越秀区教育局已于昨

日下午在“越秀区教育部门办幼

儿园招生网上报名系统”（

网址：

https://yeybm.gzyxedu.net/Ac鄄

count）公布摇号结果。

5月14日~18日，获拟录取资

格的家长须按照幼儿园的通知

和要求，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幼

儿园办理资格审核。对于资格审

核不符的或不按时参加现场资

格审核和注册的，将取消录取资

格，空缺名额由幼儿园通知后续

排位序号的幼儿家长依次递补，

直至录满为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雨水

持续，还有冷空气来。 记者从广州市气

象台获悉，雨水将持续到下周一，其中

周六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出门带好

伞；周日开始冷空气来袭，早上出门记

得备件薄外套； 下周二有望见到阳光，

做好洗晒准备。

昨日午后， 随着雷雨云团的生成、

发展，雷雨天气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和

气象灾害应急响应纷纷发出：12 时 45

分，广州市气象台发布“广州雷雨天气

提示”称，下午越秀区、天河区天气不稳

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雷

电和短时大风；13 时 7 分，越秀区、天河

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气象部

门特别提醒后期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

号；14 时，广州市气象灾害（

暴雨

）Ⅳ级

应急响应启动……截至昨日下午 6 时，

海珠、荔湾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

中，海珠、黄埔、番禺和增城暴雨黄色预

警信号生效中，南沙、从化暴雨橙色预

警信号生效中。

其实，昨日上午广州多地也出现降

雨，局部雨势较大：9时45分，从化区暴

雨黄色预警信生效（13

时

25

分升级为橙

色

）；10时45分，鳌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升级为橙色。 除了从化，增城雨势也较

大。 统计显示，13日11时至12时，广州市

降水量前10的站点中，从化就占了9个，

增城虽只有个1站点上榜却位居第二

位。

气象部门对昨日雨水频繁的原因

给出了解释： 北风南下但实力有限，想

把南风赶走又赶不走，于是南北风的对

峙———切变线留在了广东上空，带来了

大气的不稳定因素，造成降水频繁。 气

象部门还提醒，未来两天切变线依然存

在，雨依然会有，伞依然要带，预报依然

要留意。

预计， 广州未来天气趋势是这样

的：14 日~15 日，受切变线影响，仍有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16 日，受冷空气影响，

最高气温 23℃左右；17 日~20 日， 多云

间晴；21 日~22 日，多云，有阵雨。 需要

提醒的是，冷空气 15 日夜间才到广州，

早出晚归的街坊记得带件外套出门。

昨日起， 南航大幅恢复在

穗国内航班， 当天计划在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保障国内进出港

航班 61 班次。

针对近期雷雨天气， 南航

进一步加强航站楼门外服务引

导，保持全流程信息联动沟通。

若发生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

南航将通过开设多功能综合柜

台、优化值机窗口效能、增加改

签功能等手段， 减少旅客排队

时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机场宣 南宣）

昨日，白

云机场计划起降航班300架次，

机场总体运行平稳有序。 据悉，

白云机场目前已实现常态化运

行。 在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的基础上， 为更好地为旅客提

供服务， 白云机场已有序开放

航站楼内餐饮和商业零售。

据介绍， 为做好疫情期间

航空运输保障， 针对航班变化

较快的情况， 白云机场提前编

排航线航班恢复计划表， 落实

各航空公司飞机运力调配，强

化航班协调效率， 确保航班运

行保障水平不降低。 此外，全力

保障货运业务正常运行， 减少

疫情对广州及周边企业的影

响， 为物流货运链畅通提供有

力支撑。

广州未来7天

天气预报

相关报道

南航大幅恢复

在穗国内航班

今日：

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27℃

明日：

阴天，有中到大雨，18℃~24℃

16

日：

中雨转阴天，16℃~22℃

17

日：

多云间晴，16℃~27℃

18

日：

间晴多云，17℃~28℃

19

日：

多云，19℃~28℃

20

日：

多云，20℃~29℃

白云机场实现常态化运行

航站楼内餐饮

商业零售有序开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今年是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为教育

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走、 建功新时

代，昨日，在天河区委组织部的指导下，

共青团天河区委员会、 天河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 天河区文联主办的庆祝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在

天河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会上为获得

全国、省“两红两优”荣誉的青年代表颁

发纪念牌， 并为12支天河青年志愿服务

突击队授旗。

一直以来， 天河组织动员广大团员

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疫情防控、乡村

振兴、生态环保、基层治理等工作。 在此

过程中， 涌现出一批优秀共青团干部和

共青团员。 活动现场为2021~2022年度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梁可欣、 广东省优秀共

青团干部潘姝羽、 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

李玉婷、胡永恺、谭正林等颁发纪念牌。

“作为青年代表， 我要立足岗位，做

好本职工作，同时发挥带头作用，带动更

多青年为社会贡献青春力量。 ” 李玉婷

说。 据了解，李玉婷是天河区冼村街道团

建指导员， 主要协助街道团工委做好基

础团委工作。 在疫情防控中，她号召并组

织辖区青年积极参与基层疫情防控工

作，带头支援街道核酸采样，守护群众安

全。

大会上， 天河区相关负责人为来自

党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的天河

青年志愿服务突击队授旗， 表彰他们在

天河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的卓越贡

献。

在随后的演出中， 天府路小学师生

代表、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足球女孩代

表、天河区抗疫一线医生等，以合唱、朗

诵、歌舞等不同形式唱响青春赞歌。 舞台

上的表演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力量与强有

力的基层团组织的缩影。

天河建区以来， 共青团天河区委员

会始终坚持将青年放在第一位， 组织多

种形式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拓展青少

年社工驻校服务和社区服务网络， 团结

带领全区广大团员青年勠力同心、 接续

奋斗。 承百年薪火，立青春之志。 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 团天河区委将加快推进县

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 扎实做好青年

服务工作， 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天

河争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典范贡献青春

力量。

天河区举行庆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团员青年唱响青春赞歌

大会为获

得全国、省 “两

红两优 ” 荣誉

的青年代表颁

发纪念牌。

信息时报

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