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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天

气画风将变。 记者从广州市气象台获

悉，今日局部有小雨；23 日起，随着冷

空气影响频繁，气温明显下降，多雷

阵雨，易发生强对流天气。

昨日早晨，广州北部山区最低气

温 13℃～14℃， 其他区域最低气温

17℃～19℃ ； 白天最高气温 27℃～

29℃。 其中，广州观测站录得的最低

气温和最高气温分别为 17.4℃和

28℃， 较 17 日的最低气温和最高气

温分别上升 2.3℃和 0.4℃。 接下来气

温将继续回升，但 23 日起，随着冷空

气的频繁到来， 气温将明显下降，且

易引发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 广州 2

月中旬以来连续无雨的纪录将中断。

据统计，自 2 月 15 日至 3 月 16 日，广

州已经整整 30 天没有录得降水，刷

新历史同期无雨纪录。

预计，未来 9 天广州天气走势大

致如下：19～20 日，多云间阴天，局部

有小雨，早晚有轻雾；21～22 日，多云

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回升；23～27

日，冷空气影响频繁，降水概率加大，

易发强对流，气温明显下降。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19～21 日，受

偏南气流影响，西部部分市县多云到

阴天，有分散或零星小雨；大部分市

县气温逐渐上升，雾渐趋明显。 具体

预报如下：19 日，韶关、清远北部市县

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

多云间阴天，西部市县早晚有轻雾或

雾；20 日， 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

散或零星小雨，其余市县多云间阴天

局部有零星小雨，大部分市县早晚有

轻雾；21 日，韶关、清远北部市县多云

到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多云

间阴天局部零星小雨；大部分市县早

晚有轻雾。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今起三天受

偏南气流影响， 全市多云到阴天，局

部有小雨，早晚轻雾渐趋明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

员 林荫）

昨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

东省林业局、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联

合在广州市白云山麓举办以“厚植宪

法根基·共建绿美广东”为主题的法治

宣传活动。 活动公布了首批广东省自

然资源·林业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广州

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等 10 家单位榜

上有名，并获授牌。

据了解， 为推进广东林业系统

“八五” 普法工作， 广东省林业局成

立“八五” 普法志愿者队伍， 向普法

志愿者代表进行了授旗。 活动当天，

普法志愿者结合林业法治宣传展示

区、 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区、 法律知识

有奖问答和野生动物标本展示区、 盆

栽手绘 DIY 等区域布展情况， 开展了

多形式、 多角度的林业普法宣传服

务， 对宪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湿地

保护法、 《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

《广州市绿化条例》 等法律法规进行

一一解读。

广州

Guangzhou

本周后期雨水明显气温下降

截至16日广州已30天无降水，刷新历史同期无雨纪录

一周天气预报

首批广东省自然资源·林业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公布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榜上有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瑞娴 陈楠熹 ）

昨日，2023 年南沙区

文旅体消费券“四季有约”惠民活动发

布会在南沙绿轴公园举行。本次活动由

广州市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

办，计划派发 1000 万元惠民补贴，预计

间接撬动近 1 亿元的市场行业消费。

据了解，消费券惠民活动将贯穿一

年四季， 连续四个季度发放消费券，推

出多场不同主题的线上线下促消费活

动，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等文旅

体行业，全力促进南沙区文旅体市场经

济发展。消费券发放的时段横跨了春夏

秋冬 4 个季度，设置了“游在南沙”“食

住南沙”“行娱南沙”“购在南沙”4 个主

题，时间跨度长、主题明确；使用期限为

7 天，较往年的 15 天使用期限，加快了

整体的消费券核销节奏；消费券可运用

的商品种类与以往相比，增加了特产手

信类目，巩固乡村振兴成果。

现场同时举行了“Discover 南沙”

短视频大赛获奖者颁奖仪式。 据悉，

“Discover 南沙” 短视频大赛由广州市

南沙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于

2022 年 8 月开幕， 经过作品征集、初

评、 终审定评等环节， 最终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及最佳视觉奖、最佳创意奖、

最佳人气奖等若干个奖项。

南沙区文旅体消费券惠民活动举行，活动计划———

派1000万元补贴 撬动1亿元消费

第一轮消费券已于2月发放完毕，第二至四轮的消费券计划发放时间

分别为3月18日～5月31日、6月1日～8月31日、9月1日～10月31日的每周

五至周日9:00，详情可关注“南天荟Baylvy”微信公众号了解。

消费券发放时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绍雄）

昨日上午， 在增城荔湖广场亲水

平台，随着一声鸣笛，2023 绿美增

城环湖跑活动正式起跑， 近千名

跑友组成的 23 个特色跑团在荔湖

碧道的花海湖光中挥洒汗水，尽情

奔跑。

本次绿美增城环湖跑， 共有

23 个特色跑团组成。 开跑前，各队

挥着各自队旗一起喊口号，大家精

神饱满、做好开跑准备。 专业长跑

教练带领一众跑友热身，上千名身

穿绿色运动服的跑友在市民广场

一起跳起热身操， 为活动带来绿

色健康和激情。

环湖跑线路全长 10 公里，从

荔湖广场亲水平台出发， 途经生

态小屋、紫花风铃林、万寿禅寺碧

道以及今年新开放的连通碧道。

环湖跑活动在报名环节就十分火

爆， 报名消息发布后，800 人名额

很快就满额。 据主办方介绍，全民

健身运动在增城深入人心，增城有

规模的跑团有 20 余个， 专业马拉

松跑友有 400 余人。

环湖跑过程中，跑友们通过各

种形式为赛事增添创意和乐趣。有

的队伍一边跑一边相互鼓劲，齐声

喊着口号；有的提前商量好穿粉色

长袜，成为了沿途一道移动的粉色

风景；有的“奶爸”做足功夫，推着

1 周岁的孩子完成了全程；有的小

朋友跟着家长一起跑，一路跑得比

父母还快；有的夫妻、情侣手牵手，

在镜头前一起比爱心， 一路“撒

糖”；快到终点时，大家或做起超人

“变身”动作，或一起排成心形造型

……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

6 个综合补给点、 医疗点和展演

点，沿途还以“时光”为线索，设置

了 6 个“时光逐梦”打卡点，感受从

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中年的成

长历程。每个打卡点会有相应的打

卡手环，完赛集齐后，在终点处可

以领取到完赛证书和福袋。

绿美增城环湖跑 跑友边跑边“撒糖”

荩

小 朋

友 跟 着 家 长

一起跑 ，跑得

比父母还快。

茛

跑友们通过各种形式为赛事增添

创意和乐趣。 信息时报记者 李绍雄 摄

19

日，

多云间阴天局部有小雨，早晚

有轻雾，18℃～26℃；

20

日，

多云间阴天，局部有小雨，早晚

有轻雾，19℃～27℃；

21

日，

多云间阴天，局部有小雨，早晚

有轻雾，21℃～27℃；

22

日，

多云到阴天，局部有小雨，22℃

～29℃；

23

日，

阴天，有雷阵雨，21℃～27℃；

24

日，

阴天，有中雷雨，19℃～25℃；

25

日，

阴天，有中雷雨，16℃～23℃。

首批

10

个广东省自然资源·林业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珠海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

佛山市城市展览馆

广东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

广东茂名森林公园

广东南山森林公园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广东潮安凤凰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万峰林场法治文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