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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广州两会

·在现场

市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预算和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查

机场第二高速南段拟2021年通车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张秀丽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张秀丽 陈子垤 奚慧颖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叶伟报

昨日下午，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进行到第二天。

各区代表团集中审查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预算执行

情况和预算草案报告，政府部门预算和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记者了解到，广州东部首家三甲妇儿专科医院计划在今年 1、2月份破

土动工，白云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计划 2021年通车……

机场第二高速南段计划2021年通车

昨天下午，天河区代表团专题审查

了广州市新白云国际机场第二高速公

路工程

（南段）

。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就项目终点接入黄村互通问题，专门与

市政道路建设计划进行了衔接，项目终

点位于奥体立交附近。 该区域内已规划

建设车陂路-新

滘

东路隧道

（已开工，计

划

2021

年通车 ）

、车陂路北延线、车陂

路升级改造、云溪路快捷化、广汕路快

速化、 华观路-科韵路交通节点改造等

道路项目工程，路网的整体交通疏解功

能将进一步增强。

目前， 项目基本完成主体土建招

标，同步开展用地报批、征地拆迁、建设

各项临建工程以及部分基础工程。 根据

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要求，项目计

划 2021 年建成通车。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负责人坦言，虽然项目总体按照计划正

常推进，但也遇到了高速公路工程建设

所遇到的普遍性困难，如需要占用临时

用地建设钢筋加工厂等临时设施，但项

目多位于城市建成区， 选址难度较大，

且管线迁改也是制约工程进度的主要

因素之一。

市人大代表莫万奎表示，白云机场

第二高速公路现在才开始立项施工，过

于滞后。 广州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坦

承，项目规划缺乏一定的前瞻性与预见

性。 他同时解释说，原本机场高速的定

位是机场专用高速， 但后期又接入大

广、广乐等 4 条高速，因此导致车流量

过大。

2020年广州东部新增一所三甲妇儿医院

黄埔区代表团专题审查了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工程。

据悉， 项目规划建设一所三甲

妇儿专科医院， 依托广医三院管理。

根据区发改科研批复： 一期工程拟

规划设置床位数 500 床， 占地面积

57000 平方。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础

设施建设和基础医疗设备购置两部

分。 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门急

诊用房 10000 平方米 、 住院用房

16200 平方米等。

目前一期项目用地约 59768 平

方米已经完成征收工作并收储。 项目

仍处于前期阶段，未开工。 据悉，该项

目一期工程计划建设工期为 2019 年

至 2020 年， 预计 2019 年主体工程完

工，2020 年全部建设完成。

记者会上了解到， 一期建成后，

预计将实现年门诊量 55 万人次，年

住院 2 万人次。

广州华侨博物馆预计2020年上半年竣工

昨日下午， 越秀区代表团专题审

查广州华侨博物馆项目。 市政府侨务

办公室主任冯广俊介绍了项目基本情

况、 工程进展、 资金使用情况以及

2019 年工作计划和资金安排。

据介绍， 广州华侨博物馆项目属

于广州市“十三五” 重点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项目选址越秀区沿江西

路 183 号的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五仙

门发电厂旧址。 2015 年 10 月， 市发改

委正式批复立项， 规划用地面积为

3716 平方米 ， 文物修缮建筑面积为

10474 平方米。 2018 年 9 月正式开工建

设， 预计 2020 年上半年竣工。

截至目前， 项目已完成施工准备、

办公室搭设、 临电安装、 施工场地围

蔽等工作， 正在开展结构拆除与加固、

钢结构文物除锈修复等工程 。 计划

2019 年完成结构拆除及加固、 外立面

文物修缮等工程， 预计 2020 年上半年

工程竣工。

市人大代表李志坚在现场表示，

广州是全国最大的侨乡， 希望政府部

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追加投资，

将该博物馆建设成一个能够代表广州

国际化大都市水平的作品， “在布展

方面考虑增加数字化展览， 进一步深

入挖掘华人华侨的文化价值”。

南大干线项目（广汽段）去年12月底完工

在昨日的项目审查中， 广州市

中心区交通项目办通报了南大干线

最新进度。 本次接受市人大审查的

南大干线 （

新化快速路至莲花大道

段

） 为南大干线项目其中一段， 全

长 9.3 公里， 总投资 30.79 亿元。 项

目东北侧为广汽化龙基地， 西侧为

广汽新能源产业园。

目前， 南大干线项目全线总征

收土地 3080 亩， 建筑面积 47.05 万

平方米， 涉及大石街、 南村镇、 新

造镇、 化龙镇、 石楼镇， 至 2018 年

底已完成交地占比约 98%。 项目土

建施工于 2018 年 3 月进场， 目前累

计完成合同工作量约 25%， 其中广

汽段已于 2018 年 12 月底完工。

据透露 ， 整线预计 2022 年通

车， 届时将接通南沙港快速和东二

环。

南大干线西起番禺东新高速，

东止于石楼镇莲花大道， 全长 27.57

公里， 总投资 160.31 亿元， 是联系

广州南站———番禺新城组团及大学

城组团的交通干线。 该项目道路主

线双向 8 车道， 辅道双向 4 车道，

车辆通行时速 80 公里， 建成后将形

成番禺东北部与广州市区、 东莞、

南沙的快速通道。

交通部门今年安排38个重点项目预算67亿元

在专题审查部门预算环节， 市

交通运输局局长潘双明向大会简要

报告市交委 2018 年部门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19 年部门预算草案编制情

况。 2019 年， 部门预算安排公共交

通财政补贴、 机场第二高速项目资

金、 公交电动化财政补贴、 广州市

辖内国道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等

38 个重点项目共 67.3 亿元， 占项目

支出预算的 96.5%； 新增或更新的公

交车纯电动化率 100%。

2019 年， 市交委计划实施东江

大桥中修工程重点项目， 消除桥梁

安全隐患， 提高桥梁通行能力， 项

目总预算 1009.6 万元， 分年度安排

项目资金， 2019 年预算安排 600 万

元。

市人大代表郑汉林一直关注共

享停车问题。 他表示， 很多小区白

天上班时间停车位充裕， 有业主希

望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将车位出租，

自己也能得到一些回报， 但支持共

享停车的小区却很难找， 跟小区物

管“不同意” 有很大关系。 他建议

交通主管部门能够适当干预， 以缓

解停车压力。

市交通运输局停车场处有关负

责人表示， 小区停车确实存在时段

性潮汐现象。 广州此前已经从价格

上做出引导， 允许小区停车位对外

开放经营， 但推进过程中一部分小

区物管不让进， 也有小区是业主不

同意， 认为外来车辆会影响小区环

境。 据透露， 市交通运输局今年会

出台共享停车的鼓励措施意见。

白云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南段：

起于白云区太和镇北村， 与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北段工

程相接，终点位于天河区广深高速黄村互通，由北向南依次

经过白云区、黄埔区、天河区。 路线全长约

24.5

公里，双向

6

车道，设计速度

100

公里

/

小时，设龙归城、鹤嘴、茶山、天鹿

湖、黄陂、新塘共

6

处互通立交。

广州华侨博物馆：

选址越秀区沿江西路

183

号，广州市“十三五”重点文化项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

一期项目规划

500

张床位，

2020

年一期项目建成

后预计实现年门诊量

55

万人次，年住院

2

万人次。

南大干线（新化快速路至莲花大道段）：

全长

9.3

公里，总投资

30.79

亿元。

市人大代表李志坚（右）在分组

讨论会议上发言。

市人大代表郑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