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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期间或现出行高峰

市民最好提前规划线路错峰出行
武汉晨报讯（记者魏娜 通讯员张鹏
李文宣 肖舒旋） 据市公安交管部门大数
据分析，预计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我市或
现出行高峰。 13日，湖北省交管局和武汉
市交管局发布交通出行预警，建议广大市
民错峰出行，提前规划出行线路，避开拥
堵路段。

根据武汉交警大数据预测：16日10
点至12点将在进出城通道，出现出城拥堵
高峰；6月18日15点至19点将在进出城通
道出现返程拥堵小高峰。预计，端午期间，
出城易拥堵缓行的 高速 有G4京 港 澳高
速、S7武粤高速、G50沪渝高速、S1岱黄高
速等部分路段。 端午期间，返程易拥堵缓

行的高速有G4201武汉绕城高速、S3武麻
高速、G4京港澳高速、S8关豹高速、S7武
粤高速G50沪渝高速等部分路段。
此外，预计端午期间城内易发生拥堵
缓行的路段有珞狮路、武汉大道、金桥大
道、民主路、民族大道等。预计节日期间汉
口江滩是最受欢迎的景区， 其次是黄鹤

小长假首日地铁提前半小时开班
武汉晨报讯（通讯员曾斯 黄彦）端午
节即将来临，武汉地铁公布了节前及小长
假期间轨道交通线网的运营时间，并对行
车组织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方便广大市

民乘客节假日出行。
今年端午节假期为6月16日至18日，
16日全线网提前开班半小时， 轨道交通
1、2、3、4、6、8号线运营时间为6:00至22:

30， 轨道交通阳逻线运营时间为6:00至
21:30；6月17日、18日， 全线网按节假日
组织运营， 运营时间为6:30至22:30，轨
道交通阳逻线运营时间为6:30至21:30。

和平大道南延线及地铁5号线彭刘杨路站施工

九龙井正街后天起禁止车辆通行
武汉晨报讯 （记者魏娜 通讯员高梓
健）因市政大道和地铁站施工，黄鹤楼南
路将减少车道通行，九龙井正街将禁止车
辆通行，请市民注意绕行。
今年6月16日至2020年5月31日，黄
鹤楼南路即将进行地铁5号线彭刘杨路站
及和平大道南延线明挖施工，施工期间黄
鹤楼南路仅保证单向两车道，取消现黄鹤
楼南路进入九龙井片区的单向一车道，黄
鹤楼南路只允许车辆由北向南行驶（长江
大桥往彭刘杨路方向）。
武昌交警提醒，原通过黄鹤楼南路进
入九龙井社区、西厂口社区、三医院的车
辆需绕行黄鹤楼东路—红楼路经湖北剧
院停车场进入社区。 施工期间九龙井正街
禁止车辆通行，九龙井正街沿线居民可将
车辆停放在外围停车场。
汉口、汉阳方向经黄鹤楼南路去往武
昌老城区的车辆绕行鹦鹉洲长江大桥。

未来三天持续晴好
“
颜值”“炎值”一起爆表
武汉晨报讯 （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
翟红楠 付郁） 市气象台预计， 直到周
六， 我市天气依然保持多云到晴天，周
日晚将迎来降雨。
13日，我市为多云天气，早晨的最
低气温为20.6℃，白天最高气温32.6℃。
预计14-16日三天我市继续维持多云
天气，17日晚上可能将迎来一场降雨过
程，持续时间长达4天。 如果想要在端午
小长假外出的朋友，抓紧在16日和17日
白天出行。
本周湖北大部分地区以晴热天气开
场。 12日，大部分地区高温在30℃以上。
武汉，配上“颜值”爆表的蓝天白云，“炎
值”也创了新高，武汉12日出现了今年5
月18日以来的气温新高——
—33.2℃。 预
计这种晴热的天气将会持续到本周六，
周日开始，我省将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
雨过程，气温也会随之下降。

绕行示意图

蓝天白云下空气却是轻度污染？
原来是臭氧作怪
武汉晨报讯 （记者金涛 通讯员余海
涛）近日，武汉上演蓝天白云“颜值大片”，
但空气质量指数显示却是轻度污染——
—
原来是臭氧在作怪。
6月10日—12日， 江城持续蓝天白
云，空气质量超标，均为轻度污染，没有达
到优或良。污染指数显示，3天的首要污染
物为臭氧（O3），是造成轻度污染的主要因
素。 从4月10日以来，以臭氧为首要污染
物的天数为31天， 其中22天空气质量为
良，9天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进入6月份，
臭氧危害更多，1日至13日有11天的首要
污染物为臭氧， 其中有4天良、7天轻度污
染。
臭氧分为高空臭氧和近地面臭氧。 高
空臭氧吸收紫外线， 是地球生物系统的
“保护伞”。 近地面臭氧浓度过高，则对人
体有害，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

臭氧污染不是污染源直接排放所致，
而是污染源排放到空气中的氮氧化物、挥
发性有机物、一氧化碳等，在空气中进行
光化学反应产生的，多发生在晴朗高温的
天气。 主要污染源包括机动车尾气、喷涂、
印刷、炼油等。
较强的臭氧对人体会有一定危害，容
易引起上呼吸道炎症病变， 出现咳嗽、头
疼等症状，皮肤、眼睛、鼻黏膜不舒服，特
别是身高较矮的儿童往往最容易受伤害。
不过，臭氧污染“来得快，去得快”。 臭
氧的形成条件是高温、强辐射，只要避开
夏天烈日的正午前后时段， 或呆在室内，
就能躲开臭氧。
未来三天， 我市持续以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逐步攀升，受晴热高温影响，在午
后均易出现臭氧的轻度污染。 17日我市为
阴转小雨天气，臭氧污染有望缓解。

“
中国地铁在线”官网发售《丝路》系列地铁纪念票
武汉晨报讯 13日，“中国地铁在线”
和国内12家城市轨道交通联合推出文创
产品《中国地铁联发纪念票·丝路Ⅰ、Ⅱ》，亮
相“
2018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
其中《丝路Ⅱ》为首发，并启动线上预售。
《丝路Ⅱ》为独立镂空透视方形开本，
以交融为主线，将深圳等城市的城市特色
人文元素，通过立体镂空装帧设计手法整
体展示，每个城市有一个独立主题的手绘

插画，镂空的工艺又把几大城市在空间上
以透视的方式，层层串联，独立而不失关
联； 城市卡面又组合了现代城市元素，使
得古今交错交融。
《丝路Ⅲ》将要重构设计理念，创新工
艺方法，并邀请港、澳、台地区城轨企业共
同发行，敬请期待。 三套系列票卡均为限
量版票卡，值得热爱地铁的朋友收藏。
《中国地铁联发纪念票·丝路》系列地

铁纪念票主要在“中国地铁在线”的官方
网络平台发售，这是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运营管理专委会、资源经营专委会和
北京中轨交通研究院联合主办，面向地铁
行业相关人士和广大地铁族，开设有官方
网站和“爱地铁”微信公众号，提供城轨数
据、地铁招聘、行业动态等信息，还特别开
辟了“地铁票卡文创商城”，全国的地铁票
卡都可上线展示、售卖、交易。

楼、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东湖生态旅
游风景区、木兰天池。
特别提醒，因端午节期间高速公路正
常收费，市内景点及新城区将成为重点出
游区域，请市民出门前使用导航软件规划
出行线路，出行中时刻关注武汉交警微博
及交通广播电台，合理避堵。

武广高铁7月1日起
开行“
加长版”复兴号
武汉晨报讯（记者张全录 通讯
员孟立 周凯 卢殿涛）6月13日，记
者从中铁武汉局集团获悉， 与合武
铁路一样，7月1日起武广高铁也将
有两个车次的列车使用“加长版”的
复兴号高铁列车， 这也是武广高铁
首次迎来“加长版”复兴号。
武广高铁使用复兴号列车，是
以银白为主色、 枣红装饰色的
CR400AF-A型。 具体车次是福田
开的G80次和北京西开的G79次列
车。 现阶段上述两个车次的车体使
用的是复兴号单组车体，每列编组只
有8辆，运力为576人。 改用
“
加长版”
复兴号后， 每列定员增加一倍多，达
1193人，全列车内各车厢相通。
G80次列车早上8时16分由福
田站发车开往北京西站， 途经广州
南、长沙南、武汉、郑州东、石家庄等
站， 正点到达武汉火车站的时间为
12时38分， 到达终点站北京西站的
时间为17时1分。
G79次列车早上10时由北京西
站开出，途经石家庄、郑州东、武汉、
长沙南、广州南等站，正点到达武汉
火车站的时间为14时17分， 到达终
点站福田站的时间为18时45分。

没找到“饭碗”? 别急！

本月两场招聘会
等你挑工作
武汉晨报讯（记者章鸽） 临近
2018届高校毕业生离校前，武汉仍
在举办大型招聘会揽才。 15日，“智
慧华中·相约江城”大型综合招聘会
在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50家大中型
企业 进场 招 聘， 提 供 近 8000 个 岗
位。
参会知名企业有武汉兆恩房地
产、云祥合(武汉)商贸、交石新能源
汽车、武汉康柏寿生物、武汉九欣烨
盛能源、武汉长江轮船、湖北卓宝建
筑节能、广州奇翔实业、武汉梵舜建
筑设计、湖北鲁公大宅装饰、上海科
海华泰船舶电气、 武汉好安家房地
产、武汉市远恒船务、中百超市、丰
源盛达铁道、武汉德旌冷暖等。 主要
面向应往届高校毕业生、 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大中专毕业生等。 岗位需
求涉及市场营销、会计、人力资源、
计算机、物流、机电一体化、国际贸
易、金融、生物工程等多个专业，将
提供电子商务专员、软件开发、网络
编辑、文员、人资专员、会计、出纳、
造价员、预算员、销售代表等适合毕
业生就业的大量职位。
另外，湖北方阵人力资源集团6
月22日在丽江饭店举办的“湖北省
2018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暨综合类
社会人才招聘会”参会企业预计180
家，参会单位行业涉及到计算机、人
力资源、教育、化工、建筑、法律、财
务、酒店、旅游、艺术、设计、传媒等
50多个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