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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日验放出入境车辆超4100辆次
国庆假期港珠澳大桥边检站验放出入境车辆再创新高

◆珠海陆地天气

多云，有阳光，初时有小雨
温度：26℃-31℃

湿度：70%-90%

风向风速：偏东 陆地2-3级

【浴场预报】
海滨泳场：浪高 0.5 米，水温

29.2℃，适宜游泳，最佳游泳时

段06时-11时。

东澳岛南沙湾：浪高1.0米，水

温29.0℃，较适宜游泳，注意风

浪，最佳游泳时段06时-11时。

【航线预报】
九洲港至蛇口航线：有轻到中

浪，海况良好，适宜乘船出行。

香洲港至外伶仃航线：有轻到

中浪，海况一般，乘船出行需预

防晕船。

香洲港至万山航线：有轻到中

浪，海况一般，乘船出行需预防

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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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 建议涂搽

SPF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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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 白天气温适

宜，早晚凉爽。

交通指数 较好 有降水且路面

潮湿，不宜高速行驶。

◆珠海未来3天天气

星期四：早晚多云，午间有阳光

26℃-31℃

星期五：早晚多云，午间有阳光

26℃-32℃

星期六：多云，间中有阳光，有

一两阵雨26℃-32℃

（本报记者 许晖整理）

本报讯（记者许晖）8
日，记者从港珠澳大桥边
检站了解到，国庆假期珠
海公路口岸共验放出入境
车辆超过2.3万辆次。其
中，10月7日验放出入境
车辆超过4100辆次，刷新
五一假期创下的超过
3900辆次的最高纪录。

假期开始前三天，港
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车
辆数量相对平稳，假期后
四天口岸出入境车辆数量

迎来较大幅度增长。车道入
境方向车流高峰从9时一直
持续至13时；出境方向车流
高峰从15时30分开始至21
时30分结束。

边检部门表示，港珠澳
大桥作为连接粤港澳大湾
区黄金通道，每逢周末、节
假日，越来越多香港居民选
择自驾车来内地旅游、探
亲、商务。这也是国庆假期
珠海口岸车流再创新高主
要因素。

为更加便利粤港两地人
员往来交流，原获准通行皇
岗、文锦渡、沙头角及深圳湾
口岸的数万辆粤港非营运小
汽车于2月25日、4月29日
分两个阶段免加签试通行珠
海口岸，进一步增加了车流
量。

今年8月25日，珠海边
检总站推出“简化粤港澳跨
境车辆边检备案手续”便民
新举措，粤港、粤澳跨境车辆
在广东省公安厅办理批文

“延期、增加减少口岸、变更
车牌、变更颜色”4项常见业
务后，车主无需到边检窗口
重新备案，为出入境车辆通
行港珠澳大桥进一步提供了
便利。

为应对国庆车流高峰，
确保口岸安全顺畅，港珠澳
大桥边检站提前科学研判车
流高峰，及时加开通道，主动
协调联检部门共同进行人工
验放，提升车辆查验效率，确
保车辆顺畅通关。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记
者10月 8日从珠海市邮政
管理局了解到，自9月15日
以来，珠海邮政快递业加强
寄递物品安全检查，无可疑
邮件被退回，没有出现违禁
物品。为迎接在武汉举行的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自
10月9日起，我市将参照以
上做法，对往来武汉的寄递
物品加强安检。提醒市民依
法依规收寄物品。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将于 2019年 10月 18日至
27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为
加强世界军人运会期间寄递
物品的安全管理，国家邮政

局、公安部等部委近日联合
发出通告，要求寄递企业加
强寄递物品安全检查。

10月8日，市邮政管理
局印制相关公告，派送给全
市400多个邮政寄递企业经
营网点。要求珠海邮政企
业、快递企业严格遵守禁止
寄递物品管理规定，认真执
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
安检等安全管理制度。对于
禁止寄递的物品、不能确认
安全性的物品，以及寄件人
拒绝验视的物品，一律不予
收寄。

2019年10月9日至10
月28日期间，严禁收寄往武

汉的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及
零件、“遥控地雷”和“炸弹闹
钟”玩具等物品。除信件和
已签订安全协议的用户交寄
的邮件快件外，寄递企业一
律对寄件人身份和寄递物品
进行查验登记，确认人证同
一、寄递物品与登记信息同
一后方可收寄;寄件人拒绝
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在邮件
详情单、快递运单等服务单
据上填写的身份信息与出示
的有效身份证件不一致，人
证不一致，或者拒绝登记其
有效身份证件信息，一律不
予收寄。

在此期间，珠海寄递企

业对寄往武汉的邮件快件必须
经过X光机安检，并逐一加盖
或粘贴收寄验视、过机安检标
识，安检标识应当载明安检单
位和省份。武汉寄递企业对各
地寄往武汉的邮件快件将全面
实行投递前“二次安检”，无安
检标识的邮件快件一律退返，
不得投递。

通告还要求，珠海寄递企
业发现有利用寄递渠道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
告邮政管理、公安、国家安全
部门，并协助调查处理。寄
件人违反寄递物品安全管理
规定，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我市今起对往来武汉寄递物品加强安检

严禁收寄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

本报讯（记者许晖）8
日，记者从横琴边检站获
悉，截至10月7日24时，
该站国庆假期累计验放出
入境人员约28万人次，同
比增长2%。

从9月30日下午起，
横琴口岸客流就已提前

“预热”。10月2日至10月
5日持续出现客流高峰，出
入境旅客日均突破4.5万
人次，之后客流稍有回落。

据介绍，横琴边检站
国庆假期积极落实国家移
民管理局及珠海边检总站
各项工作部署，提前研判
客流，在客流高峰期到来
前开足查验通道，加强自
助通关指引，使横琴口岸
在客流高峰期间保持安全
顺畅。

节日期间，横琴边检
民警在快速疏导客流的同
时，为广大旅客提供优质
高效服务，深得好评。

横琴边检站国庆假期

验放过境人员
约28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许晖）8
日，拱北海关对外发布，国
庆节期间（10 月 1 日-7
日）共监管出入境旅客约
344.5 万人次；监管出入
境车辆约 10.77 万辆次；
监管进出口货物22.79万
吨 ，其 中 供 港 澳 食 品
1719.1吨。

在旅客监管方面，拱
北海关根据节假日期间出
入境客流高峰曲线科学调
配监管人力，综合运用CT
智能审图、行李自动分拣
等技术加强对行李物品精
准查验，提高口岸通行效
率。同时，该关加强对各
口岸出入境人员的卫生检
疫查验，严防埃博拉、登革
热、基孔肯雅热等疫病传
入。

国庆节期间，海关监
管供港澳鲜活产品“不打
烊”。凌晨2点左右，淇澳
大桥1号码头附近组货装

运场依旧灯火通明，在海关
关员的监管下，一箱箱海捕
虾、蟹、螺等海鲜被有条不紊
地装上货车，从晚上8点开
始，整个过程耗时约 6 小
时。装车完毕后，海关对车
辆进行施封上锁，该车便启
程奔赴香港，赶在天亮前送
达各大市场进行销售。

供港澳鲜活产品的销售
时效性、规律性强，出口业务
几乎全年无休，这对海关监
管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对此，拱北海关特事特办服
务企业，实行预约报关、优先
查验、优先检测、集中申报等
便利通关措施，确保鲜活产
品每天畅顺供应港澳市场。

拱北海关全力保障国庆节期间通关畅顺

监管进出口货物22.79万吨

海关关员正在对供港活鱼进行查验
本报记者赵梓 通讯员李俊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