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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昨日，

记者获悉， 广湛高铁有望于今年 10 月

动工，通车之后，广州到湛江的时间将

缩至 2 小时以内。 广湛高铁是广东省

规划建设的东西走向的高速新通道，

同时是串联长三角、海南、粤港澳大湾

区、 北部湾及东盟贸易区的沿海高速

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 湛江市市长姜建军透

露，广湛高铁有望于今年 10 月动工，设

计时速 350 公里。 据悉，广湛高铁全长

约 421 公里 ,全线拟设广州

（棠溪站 ）

、

佛山北、新干线机场、新兴南、阳春东、

阳江西、博贺、茂名南、湛江国际机场、

海东新区、 新湛江站共 11 座车站；其

中，棠溪、茂名南、新湛江站为客运站。

在湛江共设 3 个站点， 分别是湛江机

场站、海东新区、新湛江站，三个站点

分别在霞山区、 海东新区以及吴川的

合山村。

姜建军表示，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

计划， 广湛高铁将于 2019年 10月份动

工， 去年已完成初步设计评审。 大约 5年

后，广湛高铁能建成通车。 据相关人士

透露，广湛高铁暂未开始招投标工作。

江湛铁路是粤西地区第一条高铁，

已于去年 7 月正式开通，从此粤西开启

高铁时代。 江湛铁路途经江门、 阳江、

茂名、湛江 4 个地级市，设江门、双水

镇、台山、开平南、恩平、阳东、阳江、阳

西、马踏、电白、茂名、吴川、湛江西等

13 个客运站，旅客可从湛江、茂名、阳

江乘动车组列车到达广州南高铁站。

今年春运，江湛铁路“首秀”，共计运客

180 万人次。

广湛高铁拟今年10月动工

约5年后建成通车，广州到湛江仅需2小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广州

又一旧厂将“变身”文化科技创意产业

园区。 日前，广州 T.I.T 智慧园设计

（第

二次）

项目开始招标。 记者了解到，该项

目位于天河区员村，为原广州市第二棉

纺厂区及工业配套区，有部分车间入选

广州第三批历史建筑。 项目占地面积

69278.28 平方米，建筑面积 54899.95 平

方米，总投资 1.3 亿元，分两期建设。 计

划今年 7 月开工，2020 年 12 月竣工。

部分旧厂址是广州第三批历史建筑

据了解， 广州 T.I.T 智慧园项目位

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街道员村西街 2

号大院包豪斯历史厂房及 4 号大院工

业配套区， 在天河区华南快线以东，员

村西街以南。 项目为原广州市第二棉纺

厂区及工业配套区，现拟改造为文化科

技创意产业园区。

2 号大院为包豪斯地块， 其中广州

市第二纺织厂旧址部分车间是广州第

三批历史建筑，是本次历史建筑微改造

重点。 地块总面积约 47278.28 平方米，

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现有建筑物 26

栋，其中主厂区地块占地 25237.79 平方

米，建筑面积 25237.79 平方米。 其余为

配套附属房， 共建筑面积 4737.49 平方

米，另有其他建筑面积 6800 平方米。 项

目用地中附属厂房部分土地性质为综

合用地。

4 号大院总占地面积约 22000 平方

米 ， 共有建筑物 44 栋 ， 建筑面积

18124.67 平方米，主要是住宅和商业配

套。 项目总投资 1.3 亿元，分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的 2 号大院 8200 万元，二期

的 4 号大院 4800 万元。 工程建议施工

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竣工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设计要体现 AI产业园的特色

设计任务书中要求，项目方案进行

统一设计， 初步设计及后续设计分期，

其中 4 号大院为一期，2 号大院为二期，

估算表按照 2 号大院与 4 号大院分开

出。 设计上要体现 TIT 的品牌性

（包括

LOGO

等

)，延续广州 T.I.T 创意园设计

风格， 遵循广州 T.I.T 创意园的设计理

念：开放型、园林型、生态型，并在此基

础上深化创新。

此外，还要求在整体设计里体现新

旧建筑的结合与历史传承，对历史建筑

进行保护性开发， 体现文化的传承、将

艺术、文化与园区主题能够结合到建筑

物的改造上，并预留艺术展示空间。 还

要体现 AI 产业园的特色。

园内企业的办公空间与共享空间

应当体现园区的主题“科创+文创”，涵

盖了科技感、 文化艺术感及智能应用。

建筑风格不限，突出历史保护建筑的地

标性。 园内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在设

计上则应当体现开放、共享及互动交互

性。

原市第二棉纺厂将变身“ T.I.T智慧园”

总投资1.3亿元，计划今年7月开工，2020年12月竣工

广州CPI环比上涨1.2%

2月份鲜菜价格上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聂璐）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数据显

示，2 月份， 广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简称

CPI

）

环比上涨 1.2%，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 3.4% ， 非食品价格上涨

0.6%；消费品价格上涨 1.6%，服务价格

上涨 0.5%。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

比呈 4 涨 3 降 1 平。

据统计，2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上

涨 3.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3.4%。 食

品类 14 个小类价格呈 12 涨 2 降，价

格变动幅度最大的菜类价格上涨

11.0%。 2 月份天气总体稳定，但由于

春节期间供应减少，需求增多，带动鲜

菜价格总体上涨 12.2%。 调查的 32 种

鲜菜价格 27 涨 5 降，其中价格涨幅超

过两成的有 10 种。

此外，猪肉价格明显上涨，总体上

涨 3.2%； 受春节消费需求增加影响，

虾蟹类价格上涨 11.3%， 鲜瓜果价格

上涨 8.7%。

广湛高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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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棠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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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珠江新城 CBD、国际金融城、琶洲国际会展商圈、琶洲互联网

创新集聚区的辐射，距珠江新城 3 公里，距金融城 2 公里，距琶洲互

联网创新区 2.5 公里，距琶洲国际会展 2 公里。

项目位置优越

2

号大院改造（二期）

对院内的包豪斯历史建筑进行内

部空间立体化改造，打造成为“广州 T.I.

T 智慧园” 的主园区。 以保护性开发为

主，以办公为主，辅以共享空间配合办

公进行休闲与展示空间；利用花城大道

的昭示面设置展示中心与旗舰店；利用

员村南街的临街优势设置少量商业。

其工业配套区打造为商业配套服

务活动中心。以微改造为主，以商业与

居住为主； 设置少量办公附带会议室

功能，并提供休闲健身功能。项目预计

改造成为可出租经营和办公场所及商

务配套和公共设施等。

4

号大院改造（一期）

员村西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