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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地铁白马岗站将设四个出入口

两个设在华江花园小区停车场，围蔽施工期间会在商铺前留通道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一直以

来，员村街辖内只有一个地铁站，广州

地铁十三号线二期将在黄埔大道沿线

增设地铁站的消息备受关注。 近日，地

铁白马岗站有了新动态： 确定设 A、B、

C1、C2 四个出入口，部分出口 5 月将围

蔽或动工。 这些出入口建设进展如何？

记者采访了中铁三局十三号线二期项

目白马岗站项目负责人。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A 口设在现喜

威加气站，B 口位于恒业大厦前绿化带，

C1、C2 口设在华江花园小区停车场。 项

目部将在 5 月对华江花园小区实施围

蔽，对恒业大厦前绿化带进行迁移。

记者了解到，这一设计与此前计划

的五个出入口有偏差。 对此，项目负责

人解释， 这是因为黄埔大道有军事用

地、居民楼、商业区、立交桥等不同类型

的用地，地面地下情况复杂，设计方案

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如 A 口原定设在

员村加油站， 现向西迁移至喜威加气

站，目前还在跟地块权属方广州公交集

团公司协商；恒业大厦前绿化带曾因权

属问题迟迟未获用地审批，后证实属于

天河区绿化用地才顺利推进建设工作。

此外， 项目部还要对地块进行勘探，了

解安全、消防、通风、环保等方面是否适

合作业。

项目负责人介绍，华江花园小区停

车场将设两个出入口， 其中 C1 是电梯

口，C2 是步梯口。 对于居民关心的围蔽

施工期间是否会影响生活的问题，项目

负责人表示， 将在商铺前留出 3.5 米宽

通道，方便居民出入和商户经营。

昌乐园小区实施全封闭管理

从该小区借道进出的人员需进行身份信息登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从 5

月 8 日起，昌乐园小区实施全封闭，所

有业户都要凭 IC 卡进出。 ”近日，位于

员村二横路的昌乐园小区张贴了一张

关于该小区实施全封闭管理的告示。

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 12 月，昌乐园

小区就对外公示称将对小区实行全封

闭管理，从今年 1 月 1 日以来，已实施

四个半月封闭管理过渡期。

《关于昌乐园小区实施全封闭管

理温馨提示》显示，根据前期进行的民

意调查结果， 已有超过 2/3 户数的业

主同意小区于 2019 年 5 月 8 日起实

施全封闭管理。 实施全封闭管理后，所

有居住在昌乐园小区的业户都需要凭

IC 卡通过智能门禁系统进出， 外来访

客进出一律实行登记制度。 全封闭管

理运行位置包括全小区三个门岗，运

行时间是全天 24 小时。

据昌乐园小区服务中心负责人凌

先生介绍，从去年 10 月起，物管处就

向小区住户征集关于“是否同意小区

实施全封闭管理” 的意见。 小区共有

1082 户，截至目前有 765 户同意，38 户

不同意，其余住户没有表达意见，同意

户数已超过 2/3，“因此小区可以实施

全封闭管理。 ”

由于该小区位置特殊， 此前不少

市民经常在该小区借道进出员村二横

路和员村新街。 小区内还有 30 多个商

户，不少外来人员进出消费。 近日，记

者在昌乐园小区看到， 小区内人流量

大幅减少，住户进出小区都使用 IC 门

禁卡，其他外来人员都被保安拦截，进

行身份信息登记。

凌先生表示， 为了让小区适应全

封闭管理， 今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白天

开放、晚上封闭的半封闭管理，治安管

理效果良好。 由于小区内业态复杂，未

来将采取四种出入管理方式： 小区业

户凭 IC 卡，园内行政单位工作人员凭

工作证，昌乐幼儿园家长凭接送卡，外

来人员凭身份证登记。 另外，小区禁止

共享单车出入，但快递、外卖人员仅需

登记就可进入小区， 减少居民生活的

不便。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小区

新装门牌喽！ ”近日，白水塘小区居民

非常高兴， 因为小区部分楼栋的门牌

混乱情况将得到改善。 记者了解到，5

月 16 日起，员村街落实白水塘小区门

楼牌号整改工作， 对缺漏错乱门牌进

行重新规范编列， 并在难以寻觅的楼

栋出入口加装指示牌， 方便居民找到

清晰的门楼。

据员村街综治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员村街 4 月起开展白水塘小区“百

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门牌编列

混乱问题， 员村街以公安部门警综系

统为依据，参考实地情况，加装缺漏门

牌，更换错乱门牌，并在难以寻找的楼

栋入口增加指示牌等。

5 月 16 日起，行动以粤华苑东座

和西座

（即白水塘小区

40～56

号）

为首

批整治对象。其中，粤华苑东座一二三

层裙楼应为 41 号，四层以上六栋单体

楼为 43、44、45、46、49、50 号； 粤华苑

西座裙楼为 40 号，上层六栋单体楼为

51～56 号； 根据东西座分别对楼下商

铺申报“东座自编××号”或“西座自

编××号”，共有 93 个。

记者发现， 部分楼栋更换门牌后

出现较大变化。 如原“40 号”现为 41

号，原“52 号一楼”现为 40 号，原 40 号

商铺现为东座自编××号。 员村街综治

办相关负责人解释， 这是依据公安部

门警综系统的数据，一一对照梳理，并

对错漏门牌进行重新编列， 未来以新

门牌为准。目前，员村街加装的是临时

门牌和指示牌， 待收到公安部门统一

制作的门牌后再进行更换， 接下来将

继续进行查漏补缺工作。

对于门牌变更造成房产证、 工商

营业执照等证件信息的差异， 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协助居民、店主与相关部

门做好证件更新工作， 尽量减少居民

生活不便。

白水塘门牌整改 出入不再“蒙查查”

环卫工与公交碰撞

幸获巡逻车送院救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5 月

11 日上午，天河区员村西街和南街交

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环卫工

与一辆公交车发生碰撞后受伤，当时

路面拥堵，幸得员村街巡逻车搭载得

以及时送医。

当日， 在员村西街和南街交汇

处，一名环卫工人与一辆公交车发生

碰撞。 环卫工后脑勺先着地，身体还

有出血情况，表情痛苦。 现场有人拨

打了 120 急救电话， 但由于道路拥

堵，救护车无法顺利到达现场。

员村街打击队队员巡逻至员村

西街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马上提出用

巡逻车“开路”搭载伤者送院的方法。

现场围观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小心

翼翼地把伤者抬到车上。

伤者很快被送至中山六院，接受

救治。 据了解，伤者姓陈，女性，今年

47 岁。经检查，伤者有颅内出血。伤者

还反映有呼吸困难、心率过快、一只

手抬起困难等症状。 医生表示，伤者

还需留院作进一步观察。

据了解， 交警已到事故现场查

勘，并到医院跟伤者做了笔录。 事故

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群众合力救助受伤环卫工。

受访者供图

华江花园居民关心地铁口具体位置。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近日，员村街开整白水塘小区门牌整治行动。 受访者供图

昌乐园小区实施全封闭管理 ，外

来人员进出需登记。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