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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老年医院争取年底开工

规划建设1000床位，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市老人院

去年广州塔共接待登塔游客230万人次，《世界高塔发展报告》解析：

“城市高塔是经济发展推动力”

白云机场携手南航推行“一证通关”便捷乘机服务

12岁以上乘客凭身份证即可登机

新闻链接

吃飞机餐还是换里程？

你说了算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近日，广

州市老年医院再传新进展。昨日，记者从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 广州市老年

医院项目一期工程勘察设计正在招标。

该工程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市老人院，

占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总建设面积

13 万平方米，将新建门诊大楼、住院大

楼等 7 座建筑，投资总额 13 亿元，争取

年底开工。

去年 8 月， 广州市老人院医院更名

为“广州市老年医院”，并获批进行扩建。

此前，该院是广州市老人院的内设医院，

拥有 220 张床位，年门诊量约 2 万人次，

年住院量近两千人次。 今年广州市两会

期间， 广州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

员会副主任骆美全曾透露， 广州市老年

医院已获批进行扩建， 拟在当前该医院

基础上进行扩建，建设周期为 2019 年至

2023 年。

记者获悉， 本次招标为一期工程勘

察设计， 位于白云区钟落潭镇上水市老

人院北区， 距离广从公路入口处的公交

上水站约100米， 站内有5条长途客车可

到达。距离地铁14号线(

嘉禾望岗

-

街口）

新和站约1.6公里，交通便利。 项目功能

需求书显示， 市老年医院项目定位为高

标准打造老年人全生命周期医养结合服

务中心，老年医学专科人才培养中心、老

年医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中心， 建成国内

一流、 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水平三级

老年医学特色综合医院。 共规划床位为

1000张，分两期进行建设，每期500床。

一期工程占地面积约 25000 平方

米，总建设面积 13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地下面积约 3.3 万

平方米。 扩建将新建门诊大楼、 住院大

楼、备勤楼、公共食堂、垃圾站、太平间、

地下车库等 7 座建筑物。停车配套方面，

一期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1018 泊，其中地

下机动车停车位约 785 泊； 非机动车停

车位为 3054 泊，救护车、卸货车车位 20

泊，出租车车位 20 泊。 二期 374 泊机动

车位全部位于地下， 非机动车位 1121

泊，救护车、装卸货车 8 泊，出租车 8 泊。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9 月

6 日~10 日，帝国大厦、埃菲尔铁塔、

迪拜塔、 广州塔等 28 座世界知名城

市地标均派出“大管家”赴穗，参加

“朋友圈”年度聚会———2019 世界高

塔联盟年会。 据悉，“游广州、必游广

州塔”早已深入人心，2018 年广州塔

共接待登塔游客 230 万人次，同比增

加 7 万人次。

据介绍，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创

新发展·合作共赢”，来自 15 个国家、

25 座城市的高塔景区运营团队云集

广州。“大管家”们将会分享他们在智

慧旅游、景区品质化管理、大数据营

销、品牌打造、旅游 IP、塔身灯光等

领域的创新经验和经营法宝，并聚焦

高塔地标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城市形

象、提升国际交往能力等话题，携手

打造惠及全球的“高塔动力”。

记者了解到，广州塔作为本次年

会的东道主， 自 2010 年起就成为了

广州的新地标。随着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不断提升，“游广州、 必游广州

塔”早已深入人心。去年，广州塔共接

待登塔游客 230 万人次，同比增加 7

万人次， 增幅 3%； 营业收入 6.3 亿

元，同比增幅达 13%。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期间将发布《世界高塔发展报告

（2019）》， 深度解析城市高塔不仅是

城市旅游地标，更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推动力，展现其作为世界地标的影响

力，深化文化交流和互动合作，助推

城市高质量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机场宣）

9 月 6 日起， 白云机场与

南航携手在二号航站楼推行“一证通

关”服务。据悉，使用二代身份证购买

机票的旅客， 在办理完值机手续后，

凭身份证即可直接办理行李托运、安

检和登机等手续，全程无需出示登机

牌、二维码等凭证。需特别提醒的是，

12 岁以下儿童暂不支持此项服务。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一证通关”

服务，仅支持通过二代身份证购买机

票，且乘坐南方航空及南航系

（ 厦门

航空 、重庆航空 、四川航空 、河北航

空）

国内航班的旅客。 凭本人二代身

份证购买机票， 在网上或到机场办

理完值机手续后， 用身份证就可办

理行李托运、 过安检、 登机。 黄小

姐当天计划飞往武汉， 在安检环节，

她体验了“一证通关 ” 的便捷 。

“以前又拿证， 又拿票， 随身包包还

要安检， 有时手忙脚乱。 如今少了

出示机票一个环节， 过安检比以前

更快， 确实方便。 ”

目前，也有航司推行二维码登

机， 即在不打印纸质登机牌的情况

下， 凭电子登机牌直接过安检， 完

成登机 。 对此 ， 有关人士表示，

“用电子二维码登机需要打开手机，

找到二维码等一系列动作。 相比之

下， 一证通关仅需一个身份证走完

全流程， 更快捷。” 在此也要提醒，

如遇证件破损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

读取身份信息的旅客， 或者持非二

代身份证乘机的旅客， 仍按照原有

的乘机方式乘机。

白云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

“一证通关” 乘机新模式， 是为了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航空出行的新

需求， 也是未来机场业提升服务的

新趋势。 接下来， 白云机场将进一

步扩大“一证通关” 服务适用范围，

持续加大自助服务设施设备投入，

进一步推进自助行李托运、 自助登

机门等规模化投放应用， 积极探索

无感知过检等技术研究和运用， 提

升乘机出行效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

连日来，

飞机餐成为热门话题。 继有旅客反映飞机

餐“缩水”后，微博又在热传：南航推出了

飞机餐换里程的做法，乘客若在飞机起飞

前 8 小时取消餐食，将得到积分奖励。 记

者了解到，飞机餐换里程，实际上是南航

推出的“绿色飞行”系列举措之一，目的是

鼓励更多旅客在自身行为中融入环保。

“回复数字‘1’放弃航班机上餐食，可

额外获得 300 里程奖励……”近日，微博

热传，有旅客在预订机票后，收到了南航

发来的这条短信。 记者查询南航官网发

现，这实际上是南航推出的“绿色飞行”的

系列举措之一，在“机上餐食”栏目中对其

有详细说明。 据悉，旅客成功预订“绿色飞

行”

（ 取消航班餐食）

后，航班上仅提供饮

品，里程奖励将于航班成行后 5 个工作日

内到账。

据了解， 航班计划起飞时间 8 小时

前，南航会向部分明珠会员旅客发出服务

邀请，旅客可通过短信回复参加。 此外，旅

客也可通过南航 APP、微信公众号、官网

触屏版餐食预订功能办理，或致电南航客

户服务热线 95539 咨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公交

宣）

记者从市交通部门获悉，昨起，夜26路

公共汽车行经路段和停靠站点被调整。

据介绍，夜26路原本起止站为石井(

庆

丰纺织服装城

）总站—芳村客运站总站，调

整后为石井(

庆丰纺织服装城

）总站—龙溪

总站；行经路线增加浣花路、浣南东街、东

漖

南路、龙溪中路、龙溪西路、裕海路；原停

靠站点芳村客运站总站增改为翠竹苑、康

乃馨花园、坑口地铁(

芳村客运站

)、东

漖

南

路、东

漖

镇、芳村花园北门、东

漖

桥头、步

漖

村、增南路口、增

滘

村、安南大街、东石牌

坊、龙溪中路、龙溪西路、龙溪总站。

9

月

6

日，白云机场在

T2

航站楼开始设置“一证通关”服务，旅客凭借

身份证即可完成值机、过安检。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街坊出行请注意

夜26路昨起调整停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