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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就如何优化广州南站标识、地铁运营时间等建言献策

建议地铁2号线运营延长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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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广州两会

·建言献策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何小敏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奚慧颖 何小敏 陈子垤 张秀丽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叶伟报

广州限行要不要升级？ 南站接人能否更便捷？ 地铁运

营时间要不要延长？ 15日以来，人大代表们在市十五届人

大四次会议上通过分组发言或提交建议的形式，就广州出

行优化建言献策，指出“痛点”，提出方案。

市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策划总工蒋厚泉

建议，应在南站指示标识、信息共享、人工服务等方面进行

优化，在加强设施的同时更应注重乘客的乘车体验。

代表体验：南站标识不够明显

说起在广州南站的经历， 市人大

代表、 中山三院耳鼻喉科主任张革化

颇为无奈。张革化说，有一次她到广州

南站接一名外国专家， 但是因为没有

明显标识， 二人都没法说清各自在什

么位置，最后专家只得自己打车去。张

革化还发现， 南站的指示牌有些是中

式英语， 对于外国友人而言着实有些

难。

市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

物园策划总工蒋厚泉也有同样的感

受。 为此， 蒋厚泉提交了 《关于规范

广州南站接送客的建议》。 蒋厚泉认

为， 广州南站是华南地区最大、 最繁

忙的高铁站， 然而正因为广州南站面

积大、 通道多、 地下停车场入口多，

但是站内指引不清晰、 周边道路网络

复杂， 往往让人有种“找不着北” 的

感觉。

蒋厚泉举例说， 在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7 月 5 日， 南站东平台南匝道实

施封闭施工期间， 前往南站东平台的

旅客需绕路。 由于此项规定宣传力度

不到位，东平台关闭的指示不明确，同

时缺少站台广播播报东平台接送关闭

的信息，导致附近交通不畅。

代表建议：优化指示标识提升服务水平

蒋厚泉表示， 应该在加强设施的

同时更加注重乘客的乘车体验， 让乘

客一到南站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不是浪费大量时间精力在联系自己

的亲朋好友如何接车和找出口上。 张

革化也认为， 要对接站区域进行优化

提升。

蒋厚泉建议， 广州南站要加强站

内进站和出站指示， 要做到让乘客能

够清晰明了地了解到各个出口的指示

方向。 同时，也要加强站外指示牌，让

接客的私家车能够轻松地找到停车场

以及到达目的出口，少走弯路。指示牌

要做到字体够大够明显， 出现在比较

醒目的位置。

在高峰期以及修路时期， 需要封

闭一些入口和路段时，应广而告之。在

站内，广播和相关标识要及时，乘客一

落地就能很明确哪个出口目前是封

闭；在站外，相关封闭路口前方 500 米

左右应有明显的标识提醒接客的司

机，避免绕路和交通堵塞。

为了更好地信息共享， 蒋厚泉认

为，广州南站应成立“智慧平台”，让乘

客能够轻松通过 APP 或者微信公众

号掌握南站附近交通和出口信息，接

客司机也能通过平台了解停车场位置

以及相关出口路段信息， 这样可以极

大程度上提高接送客效率， 同时减轻

交通压力。

此外， 南站作为华南地区最繁忙

的站点，站内工作人员太少，通常难以

找到一个工作人员问询。蒋厚泉建议，

需要培养一批年轻有活力的志愿者团

队， 能随时随地地帮助指引和帮助乘

客。

新能源车也应调控指标

为了治理交通拥堵问题，广州除了

推行“限牌”政策外，于 2018 年下半年

正式实施外地车牌“开四停四”政策，有

条件地限制外地车牌的上路时间。“最

开始感觉好很多，但现在好像没什么感

觉，效果不够明显。 ”市人大代表、国信

信扬律师事务所主任林泰松认为，广州

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在工作日尤其是上

下班高峰时期，禁止外地车牌在市区中

心上路。 同时，为保障周边城市居民的

日常出行，体现公平合理，可选择性地

在部分必要路段、地点和时限对外地车

辆进行开放。

他说，随着新能源车的推广，绿牌

“无限制” 发放。 虽然发展新能源汽车

有助于催生新产业、 缓解能源危机、

减少城市汽车尾气污染等问题， 也在

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开四停四” 带来

的效果， 同时也会加剧交通拥堵问题。

他建议， 对新能源汽车同等采取指标

调控摇号上牌措施， 以有效控制能源

车辆增长量。

建议地铁2号线运营时间延长1小时

“大约 70%的旅客选择通过地铁

（包括

2

号线、

7

号线）

前往广州南站。 ”

市人大代表邹剑曾说， 特别是 2 号线，

贯通了广州火车站和广州南站两大客

运枢纽，还连接番禺、海珠、越秀、白云

四大城区。

但他还认为，地铁 2 号线的运营时

间还可以再延长一点。“2 号线平日夜

间运营至晚上 23:30， 而高铁末班车抵

达时间为 23:58，在此期间共有 25 班列

车到达南站。”此时因地铁已停运，公路

交通运输未能填补地铁停运的运力空

缺，从而未能快速、直接疏导客流，导致

旅客疏散缓慢，严重时更出现滞留。

邹剑曾建议， 广州地铁公司可以

推行常态化延长地铁 2 号线的运营时

间 1 小时， 通过地铁大量疏散夜间到

达旅客， 减轻南站地区夜间客流疏散

压力。 在每年的客流高峰期

（包括元

旦、春运、清明、五一、端午、暑运、中秋、

国庆等重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

，

延长线网运营服务 1.5 小时，方便市民

出行。

同时， 地铁 2 号线根据运力需要，

可将列车分为特快、快车和普通几种类

型， 特快和快车可选择性停靠个别站

点，普通列车则每站必停。 针对夜间服

务时段客流的特点，对特快、快车和普

通列车进行合理调配， 提高列车利用

率、缩短旅客搭乘时间。

建议加快改善荔湾区海龙围片区交通路网

荔湾区海龙围片区位于荔湾区西

南部，主要是指由花地河与广佛水道环

绕包围的地区，域内包括中南街和海龙

街两条行政行街和海南、海中、增

滘

、龙

溪、海北五个行政村，面积近 18 平方公

里，约占荔湾区总面积的 30%，现常住

人口 6 万左右。

广州市人大代表李海金表示，该片

区内市政交通设施严重缺乏， 道路拥

堵，居民出行非常困难。 片区内市政路

仅有 3 条，一条是龙溪大道，双向 8 车

道，片区内全长 5 公里左右；一条花地

大道南，双向 8 车道，片区内长度 1 公

里左右；一条是龙溪路，现为双向两车

道，全长 5 公里左右。 3 条道路皆为东

西走向，没有南北走向的市政路。 其中

花地大道南与龙溪大道甚至没有路直

接连通。

李海金建议启动海龙围片区市政

路网建设规划布局；打通片区内道路南

北连通，特别是龙溪大道与花地大道南

的连通。

【南站优化】 【治理拥堵】

【地铁出行】

【路网建设】

市人大代表张革化。

市人大代表蒋厚泉。

2018

年

4

月

8

日

~7

月

5

日，南站东平台南匝道封闭施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