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韩漪 美编：何建玲 校对：黄虹

广州

2019.6.6��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2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广州市民

政局正对《广州市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

局规划修编

（

2019~2025

年）

》 征求意

见。 记者从中获悉， 到 2021 年， 全市

养老床位数达到 7.72 万张； 到 2025

年， 全市养老床位数达到 10.12 万张。

据悉，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养老床位

为 6.5 万张。

拟规划

2025

年超

10

万张养老床位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共有养老机

构 189 间，养老床位 6.5 万张，每千名户

籍老人拥有床位由 2012 年的 27 张提

升至目前的约 40 张， 整体水平位于全

国、全省前列。 不过，广州市养老机构现

状与日益增长的机构养老服务需求相

比仍有一定差距。

《广州市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局规

划修编

（

2019- 2025

年）》（ 下称《 布局规

划修编》）

以实现养老服务“9064”为总

目标

（ 即全市

90%

老年人在社会保障和

社会服务体系支持下通过家庭照顾养

老 ，其中社区照料 、社区康复等专业化

居家养老服务覆盖

6%

的老年人 ；

4%

老

年人通过入住养老机构实现养老）

。 实

现全市千名户籍老年人口养老床位达

到 40 张以上，到 2021 年，全市养老床

位数达到 7.72 万张；到 2025 年，全市养

老床位数达到 10.12 万张。

至

2021

年将新增养老机构

31

处

征求意见稿显示，至 2025 年，规划

在十一区范围内初步选址地块 99 处，

用地面积约 217 公顷， 预计规划新增

6.94 万床。 近期

（

2021

年）

养老机构 31

处

（ 其中

2

处地块按近 、远两期实施） ，

用地面积约 57 公顷， 预计新增 2.03 万

张床位；远期

（

2025

年）

70 处，用地面积

约 160 公顷，预计新增 4.91 万张床位。

据悉， 规划的养老机构可由政府、

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单位和个人采

取独资、合资、合作形式建设。 规划针对

建设项目库地块的投资主体提出了公

办或民办的初步建议，具体在建设项目

实施阶段确定， 规划 2025 年社会办养

老机构床位占全市养老床位的比例超

过 70%。 建设主体可以自主运营，也可

以选择有养老机构运营经验、居家养老

服务经验的社会组织或企业等作为运

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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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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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内全市拟增31处养老机构

民政部门正对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布局进行规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见习记

者 刘俊 通讯员 温美春 张长生 许舒

凡）

6 月 5 日，在员村至天河公园区间隧

道里，随着轨道焊机完成除锈、打磨、对

轨、矫正、夹持等施工工序，广州地铁二

十一号线后通段

（ 员村至镇龙西）

轨道

工程顺利完成最后一个接头焊接，实现

全线长轨贯通。

根据工程计划，二十一号线全线计

划年底建成。 开通后，增城等区域与广

州主城区之间将实现一小时互达。 此

外， 广州地铁运营里程将突破 500 公

里，达到 513 公里。

二十一号线全长 61.5 公里， 共设

21 座车站。 其中，增城广场至镇龙西段

长 26.2 公里，设 9 座车站，已于 2018 年

底开通； 员村至镇龙西全长 35.3km，设

12 座车站。 截至 5 月底，二十一号线员

村至镇龙西段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88%。

长轨贯通后， 将对此段进行线路精调、

电缆敷设、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

根据规划， 二十一号线建成后可

与多座车站换乘， 其中员村站与现有

的五号线换乘， 天河公园站与十一号

线和十三号线二期换乘， 黄村站与现

有的四号线换乘， 苏元站与六号线二

期换乘，镇龙站与知识城线、穗莞深城

际线换乘。

地铁二十一号线轨道实现贯通

预计年底通车，增城与广州主城区将实现1小时互达

昨日早上

10

时 ，在地铁

21

号 线 天 河

公园站 ， 工人

开 始 焊 接 轨

道。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 上接

A02

）

张硕辅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导，各

级党政一把手要发挥好“头雁效应”，

各区和市各有关部门要定期专题部署

推动相关工作， 帮扶单位、 工作队

（ 组） 、

驻村干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

关心关爱一线扶贫干部， 深入推进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 坚

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守住安

全、 稳定、 廉政底线， 确保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温国辉强调， 要把脱贫攻坚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确保中央和

省的决策部署及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落实到位。 坚持目标标准不动摇， 树

立鲜明的问题导向， 下足“绣花” 功

夫，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 上存

在的突出问题。 学习全国各地精准扶

贫新理念新做法，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

的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对口帮

扶和支援合作， 不断增强对口地区、

老区苏区和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压实各级党政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

统筹各方资源力量合力攻坚， 推动扶

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合作工作取得更大

成效。

市领导王世彤、周建军，各区、市局

以上有关单位及市管有关企业主要负

责人，市派驻各受援地工作队

（ 前方指

挥部）

负责人，参与广州扶贫开发、对口

支援、对口帮扶、对口合作的企业代表

参加。

带着责任感情温度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大力开展标准化建设和规范试点， 完善

我市退役军人四级服务保障体系。 在彰

显尊崇、 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 认真

做好退役军人安置、 抚恤优待工作， 大

力促进就业创业， 鼓励退役军人积极投

身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

出彩”。 在思想引领、 强化教育管理上

下功夫， 所有退役军人中的党员在接收

安置的同时， 将党组织关系落实到接收

地、 安置地党组织； 在退役军人生活集

中地、 服务保障机构、 社团组织中建立

健全基层党组织、 临时党组织， 定期开

展组织活动； 结合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组织开展向张

富清同志学习活动， 激发引导退役军

人珍惜荣誉、 永葆本色。 在化解矛盾、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上下功夫， 持续稳

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落实领导

包案制度， 着力解决退役军人信访问

题， 依法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行为。

在拥军优属 、 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

“九连冠” 上下功夫， 严格落实拥军优

抚安置政策， 真心实意解难事， 提高

双拥工作质效。

会议强调， 要加强对退役军人工

作和双拥工作的组织领导， 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 加快形成党委

集中统一领导、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

头协调、 相关部门支持配合、 社会力

量有序参与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检

查督办和奖惩机制， 将退役军人工作

和双拥工作成效纳入党政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述责述廉重要内容， 确保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推动广州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走前列

站位再提高措施再落实责任再强化 全力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在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 平台建设等

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张硕辅强调， 做好稳增长工作，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部署

的重要举措。 一是站位要再提高， 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科学分析形

势变化， 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

机遇， 闻鸡起舞、 日夜兼程、 风雨无

阻， 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全力以赴推

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 二是措施要再落实， 加

大精准服务企业、 重点项目建设、 营

商环境改革、 引技引智引资及民生保

障力度， 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

三是责任要再强化， 各区各有关部门

要坚持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

责， 全力做好征地拆迁、 政策实施等

工作， 形成稳增长的强大合力。 近期，

要用心用情用功做好高考服务保障，

确保每一个考生顺利参加高考； 扎实

做好安全生产、 防洪度汛工作， 确保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温国辉强调， 要落实“六稳” 工

作要求， 坚持长中短结合、 综合施策，

加强分析研判， 压实目标责任， 扎实

做好稳增长工作。 落实扩大内需、 促

进消费的工作措施， 加大民生保障投

入， 更好发挥投资拉动作用。 全面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深入实施营商

环境 2.0 改革， 一企一策做好帮企、 暖

企工作， 加快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

投产早达产。 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着

力引进高端人才团队、 科研创新平台，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市领导姚建明， 网易公司董事局

主席丁磊， 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主要

负责人参加有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