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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胡志慧）

春运期间， 不少人选择自驾返

乡。 但是有电动车主反映京港澳高速公

路服务区的电动车充电桩充电速度慢，

数量不足。 昨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上

线广东“民声热线”直播节目，回应了高

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的规划和建设问

题。

记者从现场获悉，根据广东省交通

运输厅的规划，广东在2019年会新建设

32对充电桩，2020年建设29对充电桩，

2020年前珠三角所有高速公路区实现

电动车充电桩全覆盖。

服务区充电桩数量不足充电慢

在调查中，民声热线记者从京港澳

高速公路一路向北前往韶关，沿线发现

不少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电动车充电桩

配备都存在问题。 在瓦窑岗服务区，服

务区已人满为患，但整个服务区仅配备

一个电动车充电桩。 在高岗高速公路服

务区， 记者发现服务区配套设施落后，

根本没有配备电动车充电桩，仅有加油

站。 曲江高速公路服务区虽配备较多电

动车充电桩，但不少处于维修状态。 有

车主认为充电桩充电功率不足，充电时

间偏慢。

目前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突破了9000公里， 出省通道总数25条，

与湘、 桂、 赣、 闽等4个陆路相邻省

（区 ）

均保持在4条以上的高速公路出

省通道。 但“民声热线” 记者在走访

中发现， 省内多条高速公路中， 仅京

港澳高速公路基本实现与外省充电设

施互通。

今年服务区将建32对充电桩

针对广东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车

充电桩数量不足， 效率偏低的问题，广

东省交通运输厅收费管理处处长徐海

波做了回应。 他表示目前建设充电桩存

在前期协调、电力供应、技术支持等方

面存在困难。 一方面是电动车充电桩的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城市规划、土地

使用、利益协调等多方面因素，面临公

共电网、电力设施、地下管线、用地协调

等前期基础性工作，协调难度大。 另一

方面是电动车充电桩需要充足的电力

供应。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统一

配备了功率为120千瓦的充电桩， 已经

是现有技术下最大功率的充电桩。

徐海波表示， 根据规划， 广东在

2019年会新建设32对充电桩，2020年建

设29对充电桩。 2020年广东珠三角地区

实现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全覆

盖，届时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套的电

动车充电桩可达到108对。 实现广东省

与周边省份、珠三角地区、珠三角与粤

东西北地区干线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

施互通。

春节期间如驾驶电动车走高速公

路返乡过年，他建议车主应先了解清楚

汽车的电池状况，再做好路线规划。 在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进行充电时，不需要

充满电，只需要电量达到70%时，就可以

上路前往下一个配备充电桩的服务区。

与市区配置的电动车充电桩不同，高速

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为直流电充电桩，

一台普通的电动车理论上1个小时就可

以充满电，充电70%仅需要30到40分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粤农农轩）

昨日， 首次

南方六省

（区）

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联席会议在

广州召开， 来自农业农村部和广

东、 江西、 福建、 湖南、 广西和

海南省

（区）

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对广东省起草的 《南方六省

（区 ）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

区域化防控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下称 《征求意见稿》）

进行深入

研讨， 这是我国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区域化防控一次有益尝

试。

《征求意见稿》明确短期内通

过调运监管等风险管控措施，降

低疫病跨区域传播风险， 长期推

动逐步实现区域内消灭非洲猪瘟

疫情的目标。会议讨论并决定，在

南方六省

（区）

施行重大动物疫病

区域化联防联控联席会议制度，

六省

（区）

省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

志为成员，并按照广东、江西、福

建、湖南、广西、海南的顺序分别

担任召集人，区域内各省

（区 ）

农

业农村(

畜牧兽医

)、海关、商务、市

场监管(

食药监、工商

)、公安、交通

运输、财政、发改、林草、餐厨剩余

物处理主管部门等单位为参与单

位。 2019 年由广东担任轮值牵头

省份。

据介绍， 联席会议的主要任

务是督促落实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措施； 规范生猪及其

产品的调运监管以及保障区域内

生猪产销平衡。 会议还达成了共

识， 即要通过统筹区域内生猪生

产供应， 促进产销衔接， 优化区

域内养殖和屠宰产能布局， 保障

供需大体平衡， 保障港澳生猪安

全稳定供应， 推进区域内生猪产

业体系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高

水平发展的工作路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2019

广东翁源兰花旅游文化节

（以下简称

兰花节）

将于2月1日开幕，这是全国首

个以兰花为主题的旅游文化节， 万盆

精美兰花幽香袭人， 构成别具一格的

“春节花市”，是过年踏访好去处。 一个

月前， 汕昆高速广东段全线通车，有

“仙邑”美誉的翁源距广州的车程缩短

至2个小时。

本届兰花节为期19天，将持续至2

月19日元宵节闭幕。翁源是“中国兰花

之乡”， 国兰产量占国内一半以上，种

植面积为全国之最。 本届兰花节将有

来卡特兰、 万代兰蝴蝶兰等上百个品

种亮相。据了解，届时翁源兰博中心有

由上千盆兰花组合的兰花迎宾拱门。

因考虑到春节期间大多是一家出行，

主办单位特设了观众留影区， 兰花版

“小猪佩奇” 一家四口等着与观众合

影。此外，春节也是翁源最为多彩的时

期，白的李花、红的桃花、黄的油菜花

让人流连忘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韦磊 ）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检察院

了解到，2018年， 广东检察机关共办

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578件925人，发

放救助金达到1948万多元，连续两年

位列全国首位，广东检察机关在司法

救助方面的经验做法被最高检推广

到全国。

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是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对

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 无法

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 生活面临

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

济措施。 通过推行主动告知、 主动

协助和主动调查， 全省符合救助条

件的当事人申请救助数量大幅增加，

并实现救助案件快速办理、 救助金

及时发放。 2017 年， 全省检察机关

共办理司法救助案件 467 件 757 人，

发放救助金 1613.9 万元 ， 分别是

2016 年的 2.6 倍、 3.1 倍和 4.8 倍，

救助金额居全国第一。 2018 年， 广

东检察机关共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 578 件 925 人， 发放救助金 1948

万多元， 连续两年位列全国首位。

广东检察机关的工作做法和成

绩获得省委和最高检充分肯定。 2018

年初， 最高检推广广东的经验和做

法，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深入

推进国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项活动。

省交通运输厅回应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数量不足的问题

今明两年高速公路建61对充电桩

2019广东翁源兰花旅游文化节将于本周五开幕

兰花版“ 小猪佩奇”邀你去打卡

南方六省（区）实行轮值制度

探索区域化防控

重大动物疫病

汕头市检察院办理的史玉花申请救助案，

史玉花的丈夫在

ATM

机准备取款时被抢劫杀

害，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通过扶贫部门了解到

其属于贫困家庭，家中有老人和两名未成年小

孩需赡养抚养。汕头市院仅用时

10

天就办结该

案，并将

9

万元救助金发放到史玉花手中。检察

机关还联系多个部门给予社会救助，潮阳区民

政局为被害人家属办理低保， 汕头市慈善总

会、 潮南区峡山街道为被害人家属发放善款、

慰问款， 检察机关还为被害人两名儿子争取

了高中三年学杂费减免指标，并每学期给予最

高资助额度的生活补助。

案例

双管齐下救助受害人家属

2018年广东检察机关发放救助金 1948万元

救助金额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

▲荩

本届兰花节将有来卡特兰、万代兰蝴蝶兰

等上百个品种亮相。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