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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民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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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雨持续 难解炎热
本周前期阵雨纷扰，后期最高气温达34℃

◆珠海陆地天气

多云，有阳光，局部有阵雨
温度：27℃-33℃

湿度：70%-95%

风向风速：东北 陆地2-3级

【浴场预报】
海滨泳场：浪高 0.3 米，水温

31.6℃，较适宜游泳，注意阵

雨，最佳游泳时段 08 时-14

时。

东澳岛南沙湾：浪高0.6米，水

温30.2℃，较适宜游泳，注意阵

雨，最佳游泳时段 08 时-14

时。

【航线预报】
九洲港至蛇口航线：有小到轻

浪，海况优良，适宜乘船出行。

香洲港至外伶仃航线：有小到

轻浪，海况优良，适宜乘船出

行。

香洲港至万山航线：有小到轻

浪，海况优良，适宜乘船出行。

【各类生活指数】
过敏指数 不易发 无需担心过

敏问题，可以尽情享受生活。

感冒指数 不易发 气温回升，

感冒几率较低。

紫外线指数 强 建议涂搽

SPF18-20、PA+的防晒护肤

品。

空气污染指数 良好 气象条件

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舒适度指数 不舒适 白天晴朗

炎热，早晚比较热。

交通指数 良好 气象条件良

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

◆珠海未来3天天气

星期二：多云，有阳光，局部有

阵雨 27℃-33℃。

星期三：多云，有阳光 27℃-

33℃。

星期四：晴 28℃-34℃。

（本报记者 许晖整理）

本报讯(记者王芳)：记
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中秋
节后新的一周前期，阵雨天
气持续，后期天气将再次炎
热起来，最高气温达34℃。

许多人都认为，今年的
中秋节史上最热，空气里似
乎没有一丝风，局部地区气
温突破了35℃以上。中秋夜
晚虽说热，但有一轮又大又
圆的美月陪我们过节。

炎热天气持续久了，地
面积蓄了强大的热能，会在
午后到傍晚的时间段向天空
散热，热能在空中遇冷便在
云层中发生了对流运动，夏
日午后雷阵雨就这样形成
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华
灯初上的“十六”夜晚，突然
而至的夏日雷阵雨破坏了原
本可以赏更圆更大月亮的

“十六夜”，一阵电闪雷鸣，暴

雨滂沱，市内多个气象自动
站录得三个小时的降雨量达
到了70多毫米。

夏日雷阵雨最大的功效
是降温，十六的夜晚清凉起
来。小长假最后一天白天气
温还是挺高的，但有时来的
阵雨，空气中还是流动着丝
丝缕缕的凉意。本周三前，
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因为
珠海的夏季还未过完，周四

我们还要回到炎热的夏季
里。

据市气象局预计，16日：
多云有阳光，局部有阵雨，气
温27℃-33℃；17日：多云，
有阳光，局部有阵雨，气温
27℃-33℃；18日：多云，有
阳光，气温 27℃-33℃；19
日：晴间多云，气温 28℃-
34℃；20日：晴朗炎热，气温
28℃-34℃。

本报讯(记者廖明山
罗汉章)15日上午，在今年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遵义
医科大学珠海校区迎来了
2019级本科新生。该校区
今年共有本科新生近千名，
包括临床医学、护理学、生
物工程等 7个专业。校方
除了在报到点和宿舍之间
安排接驳车外，还首次推出
校园一卡通微信小程序线
上办理，为新生报到提供便
利。

15日上午9时许，遵义
医科大学珠海校区内随处可
见推着大包小包行李前来报

到的新生。校方在校道上搭
设了20多顶遮阳篷，新生在
进入校门后可以“无缝”来到
大会堂的“一站式”报到点。
与此同时，校方还设置了家
长休息区，引导家长到休息
区等候，尽量让新生独立完
成报到手续。来自贵州的新
生王同学告诉记者，“听说学
医会比较辛苦，但就业前景
应该不错。我很期待在珠海
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开启新
的学习生活”。

“学校报到点和宿舍有
一定的距离，而且新生的行
李会比较多，因此我们安排

了接驳车。”遵义医科大学
珠海校区相关人士表示，在
两天的报到时间里，他们会
分别安排 10 辆和 6 辆中
巴。此外，校方今年还首次
推出校园一卡通微信小程
序线上办理，相比于以往的
线下充值，新生可在线上完
成一卡通充值、查账、挂失
等操作。在提前线上充值
后，新生报到时拿到校园卡
后即可开始使用。

记者了解到，遵义医科
大学珠海校区近千名2019
级本科新生中，“00后”占比
超过8成。

遵医珠海校区迎来近千名新生

“零零后”占比超过八成

本报讯(记者王芳)记
者日前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了解到，我市2家
单位拟“上榜”2018年度珠
海市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3家单位被拟认定为2018
年度珠海市市级技师工作
站。目前，5家单位已在其
官网进行公示。

为弘扬工匠精神，发挥
高技能人才引领示范作用，
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2019年1月，我市出台
了《珠海市市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和技师工作站认定办
法》，《办法》指出，技能大师
是指获中华技能大奖、省级
以上劳动模范、政府特殊津

贴、技术能手等荣誉，或者
获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以
上的高技能人才；或是在科
研、生产中创新创优、攻克
难关并取得显著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珠海市高层
次人才、珠海工匠、珠海首
席技师等。

据了解，被拟认定为
2018年度珠海市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的单位分别是，
珠海市琛龙船厂有限公司
梁明森大师所率领的船舶
动力装置工作室，珠海市技
师学院赖晓琼大师所率领
的机电一体化工作室。据
了解，赖晓琼曾获全国“智
能制造”技能大赛冠军、全

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
手等。

拟认定2018年度珠海
市市级技师工作站的单位
有，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
公司何太国等技师率领的
电工工作站、珠海市职业训
练指导服务中心谢丽萌等
技师率领的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工作站、银隆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赵前进等技
师率领的焊接工作站。

据了解，被认定为工作
室、工作站的，将优先推荐
申报国家级、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或技师工作站，并分
别给予50万元、30万元资
助。

2018年度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师工作站名单公示

获认定分别给予50万、30万元资助

本报讯(记者宋雪梅)记
者9月13日从北京师范大
学珠海园区获悉，为开阔学
子知识视野，提升人才培养
保障力度，自本学期起，北京
师范大学珠海园区将组织

“京师励耘讲坛”系列讲座活
动，为全校师生献上精彩纷
呈、延续不断的文化盛宴。
近日，北师大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王树荫教授以“大学，
你真的了解吗”为题开启了

“京师励耘讲坛”第一讲，获
得良好反响。

王树荫老师从“为什么
上大学？”“大学里有什么？”

“怎么样上大学？”三个方面
为在场同学指引和解惑，通
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人物典
型介绍、历史知识、经典名
言、经验指导等引发在场学
生的积极思考。讲座的最
后，王树荫老师以“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作
为结语，呼吁同学们共同行
动。

据悉，“京师励耘讲坛”
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园区为
开阔学子知识视野，提升人
才培养保障力度而精心设计
的重要举措，将以较高频次
邀请科研名家、教育名师、文
化名人、社会名士来校开讲，
为学校师生献上一场场精彩
纷呈的文化盛宴。

据了解，“京师励耘讲
坛”第二讲将邀请北京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李山开讲“儒学的当代价
值”。这位曾经做客央视“百
家讲坛”“文明之旅”等栏目
的“明星学者”著有《诗经的
文化精神》《先秦文化史讲
义》《当代新儒家传》《牟宗三
传》等专著。

“京师励耘讲坛”第三讲
计划邀请北京师范大学物理
系教授，理论物理博士生导
师、教育学博士生导师赵峥
开讲“从核物理和量子论的
发展看科学创新”。

北师大珠海园区

“京师励耘讲
坛”开讲

遵义医
科大学珠海
校区迎来新
生。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