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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北部山区环线公路项目初见成效，3年内将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道路宽敞又明亮 村民出行更便捷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郭 苏 莹 通 讯 员
交 通 宣 ） 出村有了宽敞的公路，沿线处

处绿化，路灯明亮；微公交开进村子里，
村民们告别恶劣天气下摩托车、自行车
出行的不便……昨日，记者从广州市交
委获悉， 为推进从化北部山区交通建
设，在 3 年内完成北部山区环线公路项
目并投入使用，广州市交委与从化区政
府加快推进环线公路的建设进程，推动
从化北部路网完善与提升。

微公交开进美丽乡村
近日， 记者在从化区西塘村看到，
如今的村内公路，道路宽敞，标识清晰。
据西塘村村委会书记陈海涛介绍，该公
路连接附近鹿田村、 棋杆村和明珠大
道，总长 8 公里，2015 年开始升级改造。
陈海涛说：
“升级改造拓宽了公路，设置
人行道，也有了绿化。 以前出村至少要
半小时， 现在只需 15 分钟就能到明珠
大道。 此外，最近开通的微公交还成为
村内吸引游客的风景线之一。 ”
西塘村的公路建设是从化北部山
区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 记者走访发
现，建设中的北路环线，串起温泉、溪头
古村落、森林公园、童话小镇等多个旅
游景点，不仅便利了居民，也让游客游

览无需绕路，盘活了旅游资源，也带动
了经济发展。

环线公路多路段建成通车
据悉，目前从化区北部山区 （温 泉 、
良口、吕田三镇）农村公路还存在总量不
足、技术等级低、路网结构不合理、安全
保障性低、失养缺养普遍、通行能力差等
问题，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 广州市交委
与从化区政府结合整个北部山区的交通
建设，加快推进环线公路的建设进程，推
动从化北部路网完善与提升。
广州市从化区交通局总工程师曾
耀华介绍，从化北部山区交通环线工程
总里程长约 186.35 公里。 该工程以县、
乡、村道为主，均为从化区外包圈的内
部集散通道，呈路线距离长，覆盖范围
广等特点。 市交委与从化区政府加快推
进断头路项目建设，在各参建单位共同
努力下，完成了大岭山至良平村道路改
造工程、 良平村至溪头村道路改造工
程、 古田村至下溪村道路改造工程、塘
基村至车 埗 道路建设工程及省道 S353
线至塘基村道路建设工程等 5 个核心
路段的建设。 目前，已按计划完成 2017
年全线贯通节点项目，实现从化北部山
区交通环线全线贯通的第一步目标。

广州市两会前奏
民盟广州市委员会提交提案，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言

上级医院专家
应加入家庭医生团队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吴 瑕 ） 去年以
来，包括广州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加速推进，居民签约服
务率节节攀升，然而居民对签约服务认
可度不高、 医疗机构积极性未充分调
动，让现阶段工作进入了瓶颈。
在即将开幕的广州市“两会”期间，
民盟广州市委员会提交《关于优化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体系 深入推进健康广州
建设的建议》中提出，通过多渠道加强
家庭医生队伍建设、提升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内涵、完善签约服务考核及激励机
制、优化调整现行医保政策、建立广州
市统一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等手
段，进而将“为签约而签约、被动签约”
转变为
“
为健康而签约、主动签约”。

提案中建议，应在政策上进一步明
确家庭医生上门提供临床诊疗服务的
合法合规性，明确服务对象、服务项目，
细化服务流程、操作规范等，打消医务
人员上门服务顾虑。

明确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合法合规性

数据

在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方
面，提案建议，规范并优化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包， 突出个性化特色服务项目，
优化签约后的就医服务流程，体现签约
与否的服务差异化， 吸引居民主动签
约。 同时，通过多种医联体模式为签约
居民就医、转诊提供便利，确保上级医
院专家号源，引导上级医院与基层医疗
机构开展“组合签约”，上级医院专家加
入家庭医生团队提供技术指导。
报料有奖：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１１

从化北部山区环线公路路面宽敞、沿线绿化齐全。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明年全面升级改造环线公路
广州市交通部门表示，结合《广州
市交通扶贫专项规划暨新一轮农村公
路建设、 改造及路网提升规划》（20172020）， 将继续完善从化区北部环线公
路建设，优化提升局部现状道路，完善
标志、标线、护栏等安全设施以及加强

日常管养； 全面升级改造环线公路，有
条件的道路按更高标准实施， 同时，统
筹好各部门做好新一轮农村公路桥梁
新建、维修、升级改造以及资金筹措等
工作。 今年将重点优化提升局部现状道
路， 主要是对路面过窄路段设置错车
道、停车观景平台，完善标志、标线、护
栏等安全设施以及加强日常管养。 2019
年，实行全面升级改造。

广州商品房预售审批提速
平均每案节约一个工作日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奚 慧 颖 ） 记
者近日从市住建委获悉，商品房预售
审批工作进一步优化，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审核工作人员可通过“广州市混
凝土质量追踪及动态监管系统”，实
时查询到商品房项目混凝土浇筑记
录，掌握工程建设的形象进度，平均
每案节约一个工作日。
记者了解到， 按照以往的办事
流程，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核发、 预
售款划拨前， 均需派人到现场实勘
工程进度， 对人员、 车辆等的安排
造成较大压力。 优化改造后， 不仅

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干扰， 又节约行
政成本，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廉政
风险。
下一步，市住建委将推进以下工
作： 一是深入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
建立审批和监管的日常反馈联动机
制，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建设、房屋市
场的行政审批和监督联动管理；二是
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试用成熟的基
础上，向各区推广。 加强市、区的联网
互动，既可加强对区工作的指导和监
督，又可提高审批和管理效率，进一
步降低城市运营成本。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应提高报销比例
在优化调整现行医保政策方面，提
案指出，应给予基层首诊及双向转诊提
高报销比例，制定体现医务人员技术价
值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收费标准
并纳入医保。 此外，广州亟需建立统一
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建立统一标
准的居民健康管理信息、诊疗服务数据
库，让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互联互通。

据广州市卫计委数据显示， 截至
去年11月，广州市老年人、儿童、孕产
妇等重点人群已有176万人签约家庭
医生，签约率约60%。 全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已有2900多名医生可提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
居民最 期待的 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项目前三位分别为：向上级医院转
诊绿色通道、 上门家庭医生服务、24
小时健康咨询服务。

大学生知识产权竞赛落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团队一等奖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成 小 珍 通 讯
员 穗 知 产 宣 ） 昨日，
“
2017 年广州市

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竞赛” 决出赛
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代表队荣获团
队一等奖。 记者了解到，竞赛以
“
知识
产权创造美好生活”为主题，开设了
线上知识竞赛和线下知识竞赛两种
形式， 共吸引了 56 所高校、1.2 万人
参与。
此次竞赛由广州市知识产权局
主办，旨在通过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
知识产权科普主题活动，引导大学生
积极弘扬“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
守法”精神，推动提升广州高校大学
生知识产权意识。 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谢红表示，广州是华南地区高
等教育的重镇，全省超过 2/3 的高校
落户在广州，此次竞赛有利于进一步

奇事、趣事、愤怒事、感人故事，告诉我们，或发 Ｅ－ｍａｉｌ 给我们：ｒｅｘｉａｎ＠ｘｘｓｂ．ｃｏｍ

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弘扬知识
产权文化。
据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吴业春
介绍，线上知识竞赛自 2017 年 11 月
25 日启动，参赛人数将近 3000 人，从
中评出 200 名获奖者。 线下知识产权
竞赛采用代表队制，分初赛与决赛两
个环节。 初赛采用笔试闭卷方式，中
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 8 支队伍晋
级决赛。 决赛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
经紧张角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代表
队荣获团队一等奖，中山大学、广州
商学院代表队获得团队二等奖，中山
大学新华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南方医科大学、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广东行政职业学院代表队获得团
队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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