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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张少康，男，汉族，

1965

年

9

月生，

广东揭西人 ，

2004

年

3

月加入九三学

社，

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同济大学城

市规划系城市规划专业毕业， 大学

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

委会主委，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

长。

1984~1988

年 同济大学城市规

划系城市规划专业学习

1988~1995

年 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助理规划师、城市规划师

1995~1997

年 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设计室副主任、主任工程师

1997~1999

年 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第一设计所所长、主任工程师

1999~2000

年 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第一设计所所长

2000~2001

年 江门市规划局副

局长

2001~2004

年 江门市规划局局

长

2004~2005

年 江门市规划局局

长，九三学社江门市委会副主委

2005 ~2007

年 江 门 市 市 长 助

理、市规划局局长，九三学社江门市

委会主委

2007~2008

年 江门市政协副主

席、市规划局局长，九三学社江门市

委会主委

2008~2010

年 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副厅级）

2010~2010

年 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正厅级干部，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

2010~2014

年 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正厅级干部，省援疆前方指挥部

副总指挥、新疆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

2014~2015

年 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正厅级干部，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

2015~2016

年 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正厅级干部，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

2016~2017

年 东莞市政府副市

长（正厅级），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

2017~2017

年 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

2017~2019

年 九三学社省委会

主委，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2019~

省政协副主席 ，九

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广州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代表们建言献策———

广州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张秀丽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秀丽 何小敏 奚慧颖 陈子垤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指出，要举全省之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大湾区建设，广州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香

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项目进展如何？ 大湾区城市间， 广州的轨道交通与周边城市互联互通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省两会广州团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

温国辉：规划建4条快速路由内环路直达南站

广州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

今年将拿出什么措施当好“核心引擎”，

是“两会”的关注热点。 昨日，广东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广州代表团举行“媒

体开放日”。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温

国辉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主动参与、

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州责无

旁贷。 广州将按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全力以赴把这方面工作做得更好。

温国辉表示，2019年广州将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强规则对接，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我们要加强

和香港、澳门对接合作，按照‘内地法律

框架下，借鉴引入港澳标准规范’的原

则，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通行

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

式。 以前讲的多是路、桥建设，技术、科

技合作等，但要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和世

界级城市群，需要推进与香港澳门在法

律服务、金融、医疗、建筑等领域的规则

对接。 这些方面两地的规则制度差距比

较大的，需要继续加强对接。 ”

二是推动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建

设门户枢纽。 围绕增强广州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的功能，发挥大湾区综合性门

户城市的作用来开展。“当前对广州来

说，非常具体的工作，就是在已有这些

布局的前提下，如何把‘最后一公里’做

好，在各种功能区、平台之间实现快速

互联互通。 ”温国辉介绍，广州当前在谋

划南站的高铁如何进中心城区。 现有两

个考虑：一是通过地铁连接，如快速到

琶洲；二是直接延伸南站的高铁，比如

到广州东站、广州站等。 另外，广州规划

建设4条从内环路直达南站的快速路，

其中一条今年9月通车。“按照规划，从

内环路有4条路到南站都在20分钟以

内。 类似的，还包括广州站、广州东站的

优化提升等。 ”

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共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最

重要一条就是使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 广州按照之前的谋划，将深度

参与建设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

综合性科学中心，争取国家、省在大湾

区布局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机构

和创新平台落户广州；推动科研成果在

广州转移转化。

四是共建人文湾区， 提升生活品

质。 发挥好广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对

外文化交流活跃的优势。 推进在穗工作

生活的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

房等方面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待遇。 例

如，在港澳上市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

能否推动在广州指定的机构使用等。

五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携手构建

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香港被称为

“超级联系人”，专业服务、第三方机构

的发展水平高，同国际交流多。 可以考

虑港澳和珠三角9市联手走出去， 比如

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加强同跨国公司

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引智引技引资

向更高层次发展等。

蔡朝林：港科大广州校区今年9月招生

“港科大广州校区计划今年年底动

工，将采取边筹建边招生方式进行，9月

首批学生将赴香港就读。 ”省人大代表、

南沙区委书记蔡朝林回答记者提问时

透露，港科大广州项目落在南沙庆盛高

铁站枢纽区域，占地1.13平方公里，相当

于科大本部面积的两倍，广州市将给予

建设、办学经费等各方面的保障。 项目

分两期进行，力争今年底开工，第一期

预计在2021年能够完工。 根据办学协

议，广州校区由广州大学与香港科技大

学合作办学，在招生上先招硕士、博士

研究生，再招本科生，总的招生规模约

一万名左右。

为了让广州校区合作项目迅速起

步，从今年9月起，广州校区计划通过香

港科技大学本部开展招生，“等于是一

边筹建一边招生，先开展10个学科的硕

士、博士研究生招生，招生标准和本部

是相同的， 招生规模还在最后的敲定

中。 ”蔡朝林说，首批招生学生先在香港

科技大学本部学习，等到广州校区建好

了，学生再转到南沙来学习。

未来两地办学有何不同？ 蔡朝林透

露，广州分校办学质量将与香港科技大

学本部等同。 他分享了一个细节：“香港

科技大学的标志建筑是一只小红鸟，按

照惯例学校在其他地方建立合作机构，

红鸟一定会小一点，但是广州校区红鸟

和校本部一样大，这表示两校办学将一

脉相承的高水平、高标准。 ”两校区不同

的地方是在于研究配套措施，孵化及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在教学实践中，学生

不是只在实验室里， 研究成果可以孵

化，可以成立公司，可以上市，我们把产

业链条完成打通了。 ”蔡朝林说。

丁建隆：推动轨道交通与周边互联互通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推进，城

市与城市之间将沿着轨道的“一张网”

加速融合，那么要如何打造“轨道上的

大湾区”？地铁可以发挥哪些作用？省人

大代表、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丁建隆认为，大湾区要打造国际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城市之间的交流互

动会更加频繁。 在规划轨道交通时，务

必要跳出广州，不仅让基础设施与周边

的城市相连起来，票务、安检等软件设

施也要互联互通。“广州作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其中一个核心，在轨道的“硬联

通”和“软联通”应该起到示范和带头作

用。 ”

丁建隆建议，“轨道上的大湾区”可

以进一步建设大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和

地铁等，功能上进行互补。“当然这不是

在地图上画一条线那么简单，不同城市

的轨道信号系统不一样。 因此，对系统

制式和运营模式方面进行探讨，为城市

群的联通起到协调作用。 ”

崔书中：消除医患顾虑，惠及更多肿瘤患者

在广州代表团开放日上，有记者提

到17种肿瘤药物纳入医保后的供应情

况。 省人大代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院长崔书中表示，17种肿瘤药物

通过国家谈判，纳入医保后，出现了一

些奇怪的现象，原来药企努力推销的药

品，由于大幅降价后，很多患者用得起

了，变得供不应求。 为此，他建议，国家

层面应要求生产企业做好充足的供货

准备，同时国内肿瘤生产企业加快仿制

药的研发新，满足市场供应需求。

另外，崔书中表示，肿瘤药物很多

都是进口的，医药需要平衡控费和患者

利益，现阶段将更多原研肿瘤药物纳入

医保，每个省市的医保体系都很难坚持

运行下去。“我国是非常有序科学合理

的在推进这件事情的。 ”

肿瘤药物价格虽然大幅下降， 惠

及不少患者， 但仍出现了“临床医生

不敢放开手脚使用” 的情况。 崔书中

表示， 这主要是受“药占比 （30%）”

的影响， 建议出台更多的措施消除医

院的顾虑， 让“肿瘤药进医保” 政策

惠及更多的患者。

张少康同志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