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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员

陈虎辉 黄祖军）

昨日，记者从广州地铁

获悉，经过 25 天的努力，在地铁建设者

们的精心保障下，近日，八号线北延段同

德围至上步区间左线隧道的盾构机顺利

穿越北环高速桥涵，至此，该区间左右线

隧道均安全顺利下穿北环高速桥涵。

八号线北延段同德围至上步区间呈

南北走向，盾构机从同德围站始发，下穿

北环高速桥涵， 侧穿上步桥后北行到达

上步站。 盾构机下穿北环高速段地质异

常复杂，环境风险极高。 勘察揭示，北环

高速桥下为砂层及灰岩地层， 是典型的

上软下硬地层。 桥桩基础坐落在砂层且

距隧道上方仅 1.4 米，施工风险极大。 此

外， 桥涵也是同德围南北通行的唯一人

行通道，对地铁施工控制要求非常高。经

过 600 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地铁建设

者们以最严谨的态度和精细、 高超的管

控，顺利破除困难，确保地铁隧道安全穿

越北环高速桥涵。

据了解，八号线北延段

（文化公园至

白云湖）

全长 16.1 公里，均为地下线。 主

要经过荔湾区的西村和彩虹桥、 白云区

的白云湖和同德围，串接荔湾、白云两大

组团，对缓解同德围地区交通压力，支持

白云湖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

目前， 八号线北延段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70%，白云湖车辆段累计完成 91%。 15 座

车站中， 文化公园站已与六号线同步建

成，12 座主体结构封顶，2 座进行土建施

工；15 个区间中，6 个双线贯通，9 个进

行土建施工， 共有 16 台盾构机进行掘

进。

广州在全国率先编制公共厕所地方标准，公厕建筑面积标准超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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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成广伟 ）

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昨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广州市《公

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

（以下简称《规

范》）

编制工作情况。《规范》对公厕建筑

面积、厕位设置、清洁管理等做出详细

规定。 其中，一类公厕的建筑面积不应

小于70平方米，女厕位与男厕位的比例

不小于2:1。

市城管委副主任鲍伦军表示，该

《规范》 是在全国率先编制公共厕所的

地方规范，高于全国标准，并创新性地

将建设和管理规范放在一起来制定，更

有利于提高广州市公共厕所建设与管

理服务水平。 据悉，该规范将于2月1日

起正式实施。

据城管委介绍，2018年广州“厕所

革命” 民生实事已于12月7日前全部完

成，其中，新建环卫公厕64座、旅游厕所

64座，提升改造环卫公厕66座、旅游厕

所68座，新增改造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

2080个。“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

年年度任务也超额完成。 2018年全年全

市总计投入经费约2.5亿元，今年经费投

入预计达到2.8亿。

市城管委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加大

公厕建设力度，增加公厕建设数量。 此

外，还会继续推进社会公厕对外开放工

作，进一步优化公厕布局，解决市民群

众“如厕难”等问题。 目前全市1650多座

机关单位公厕中约有82%挂上了对外开

放标识，对市民开放使用。

一类公厕建筑面积不小于70平方米

《规范》确定了广州公厕分类，

包括一类公共厕所、 二类公共厕

所、乡村公共厕所。 明确了广州新

建公厕的建筑面积，提出了无障碍

卫生间、第三卫生间、母婴卫生间

的设置要求。

其中，一类公共厕所建筑面积

不应小于 7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70

平方米～100 平方米

（不含

100

平方

米 ）

的一类公共厕所，可根据实际

情况设置第三卫生间，或与无障碍

卫生间合建。 第三卫生间室内面积

应≥7 平方米， 无障碍卫生间室内

面积应≥4 平方米。 建筑面积≥100

平方米一类公共厕所，应分别设置

无障碍卫生间和第三卫生间。 母婴

卫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或与

第三卫生间合建。 二类公共厕所建

筑面积不应小于 60 平方米，应设无

障碍卫生间。 乡村公共厕所单层建

筑面积不应小于 50 平方米，应设无

障碍卫生间。

记者了解到，国家相关规范对

公厕建筑面积制定的标准是 50 平

方米，《规范》是在全国率先编制公

共厕所的地方标准，且高于全国标

准。 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类

公厕的建筑面积标准是根据广州

市的总体人口情况制定的。“一天

如厕人数超过 1000 人的，属于一类

公厕。 7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可以

设置男厕位 6 个，女厕位 12 个。 考

虑到广州市特大城市的城市定位，

以及实际的如厕人流，制定 70 平方

米的标准，既符合实际市民如厕情

况，执行上也有可操作性。 ”

一类公厕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2

《规范》 还确定了公共厕所厕

位比例。 一类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

例应不低于 1:2； 二类公共厕所、乡

村公共厕所，男女厕位比例应不低

于 2:3。 根据《规范》的标准，男性厕

位总数在 5～10 个时，其中要包含 1

个坐位，2～4 个蹲位，2～5 个站位。

而女性厕位总数相同的情况下，则

应有 2 个坐位，5～8 个蹲位。 餐饮场

所公共厕所则按照座位数设置厕

位。 50 座以下至少设置 1 个男厕

位、2 个女厕位。

交通客运场所一类公共厕所

的厕位数也作了相应规定。 机场、

火车站、港口客运站、高速公路服

务区、客运汽车站、地铁车站、加油

（汽）

站等，均应按照人流设置厕位。

具体标准为在 100 人/小时的情况

下，设置 2 个男厕位，4 个厕位。 男

性每增加 60 人增设 1 个厕位，女性

每增加 30 人设置 1 个厕位。

地铁站客流量大，空间有限，执

行《规范》的厕位设置标准是否存在

难度？广州地铁相关的负责人表示，

广州地铁去年已建设 25 座公厕，今

年将在二、四号线等建设 30 座新公

厕。 新建公厕均按照《规范》标准设

计建设，《规范》 出台前就已经建设

好的旧公厕，则会尽量按照《规范》

标准进行升级改造。 如果仍不能满

足乘客如厕需求，会进一步开放员

工厕所给市民使用。

无障碍化建设细化到轮椅坡道

按照《规范》相关的内容，公共

厕所应该设置无障碍卫生间。 多层

无电梯公共厕所的无障碍卫生间

和第三卫生间应该设置在地坪层，

位置要靠近公共厕所入口，这样可

以方便行动不便的市民进入。 而且

无障碍卫生间的出入口应该单独

设置，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心理感

受，体现出了人性化的一面。 为了

满足轮椅的回转宽度，无障碍卫生

间的厕位设置不应该小于 1.5 米，

还应配备成人无障碍坐便器、安全

抓杆、紧急呼叫器等。

《规范》 中关于无障碍卫生间

的建设也非常详细，甚至已经细化

到轮椅跑道建设的长度、 宽度、高

度，充分考虑到了残障人士行动需

求。《规范》第 6 条规定，无障碍卫

生间的轮椅坡道净宽度不小于 1

米，无障碍出入口轮椅坡度净宽度

不小于 1.2 米。 轮椅坡道起点，终

点、中间休息平台的水平长度不小

于 1.5 米。 而且坡道建设还有防滑

规定，可谓细致入微。

一类公厕24小时开放 专人定岗保洁

在公厕的管理方面，《规范》统

一了广州公厕保洁时间、方式和开

放时间。 一类公共厕所，24 小时开

放，保洁时间不低于 16 小时，由专

人定岗保洁；二类公共厕所，开放

时间不低于 16 小时，保洁时间不低

于 12 小时，安排专人定岗保洁或巡

回保洁；乡村公共厕所，开放时间

不低于 12 小时，保洁时间不低于 8

小时，安排专人定岗保洁或巡回保

洁。

公厕的位置、开放时间、保洁

时间、厕位数量等信息会纳入城市

公共厕所云平台，并及时做好信息

更新。 市民可以通过找公厕 App 查

看。

工人在进行隧道盾构管片安装。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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