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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欧嘉福 通讯

员 赵雪峰 ）

9月11日， 广州市河长办

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 突击检查位于

南沙区的150号鸿宏工业园内广州穗辉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

穗辉 ”）

。 当天下午河长办突击检查发

现该厂在厂外骝岗水道支涌私设两个

盗采取水头部， 大量抽取工业生产用

水， 还设置众多排水管、 引流渠将工

业废水、 废物直接排入雨水井及自然

环境、 涉嫌违反工业危险废物处置规

定。 而当天上午， 该厂刚刚通过了生

产污水、 生活污水处理等环境保护设

施验收。 目前该厂因涉嫌严重环境违

法问题， 被责令进行整改。

未经批准盗采水资源 超标污

水直排雨水井

广州穗辉主要从事不锈钢产品生

产，厂区占地面积5616平方米，建有包

装、冲压、抛光等多个生产车间；年产20

安士不锈钢杯150万个、不锈钢冰桶1万

个；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切削液、废活

性炭、工业废水处理污泥等危险废物和

喷淋废水、清洗废水等工业废水。

经现场调查，检查人员在该厂隐蔽

处发现了两台抽水泵，取水头部设在工

业园区围墙外的骝岗水道支涌，但该厂

家无法提供取水许可文件，涉嫌擅自从

自然河道盗采大量水资源储存在厂内

一个8×12×2.5

（米 ）

的水池用于工业用

途。 两台抽水泵十分隐蔽地安装在高压

电塔变压器下，并以高墙相蔽、恶犬相

护。

据厂方介绍，生产厂区内建有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

理， 再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直接排入骝岗水道。 检查人员找到一条

从污水处理设施伸出的蓝色管道，处理

后的污水通过这条管道直排雨水井，最

终汇入骝岗水道。 经过试纸初测，管道

内水体氨氮值为100毫克/升。 该厂涉嫌

将严重超标的生活污水直排雨水井污

染河涌。

污水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 强

碱废水去向不明

检察人员发现厂内另有一套生产

污水处理设施。 据厂方介绍，该设备处

理后的污水直接引至喷淋塔做补充用

水，不外排。 但检查人员在现场发现该

设备底部不止一处接有带阀门的排水

管。 经流水测试，每一个阀门打开均有

液体流出。

生产污水处理设施旁边有很多旧

的排污口仍未封堵，直通厂外。 一旦开

启生产污水处理设施底部排水管的阀

门，污水就通过旧的排水口向厂外环境

排放，污染自然环境。 厂内工作人员使

用不知名金属清洗剂清洗金属制品，清

洗后的污水直接倾倒在地面上，通过墙

脚的暗管排出，去向不明。 调查人员对

污水进行了试纸初步检测，污水呈强碱

性。

加温车间偷排工业废胶 药剂

桶渗漏液体偷排

厂房墙角处设有一个加热台，通过

火炉加热小锅中的胶水等原料，外漏的

废胶水等工业废物直接流入加热台下

的收集槽中。 收集槽的另一端同样发现

一外排的胶管， 加温车间里的废料、废

液通过该管直接排向车间外的雨水井

里。

此外，该厂工业废水处理池的药剂

桶存在渗漏，地面聚集着一摊摊黄褐色

的污水。 在处理池的下方有一个方形雨

水井， 药剂桶渗漏的部分药水流入其

中。 调查人员拨开雨水井内侧的淤泥，

赫然发现雨水井中暗藏着两条排水管，

最终去向不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张敏敏 朱俊坤）

昨日，“阿诺德·马士

基”轮（M.V. Arnold Maersk）成功挂靠

南沙港务海港公司， 这标志着广州港

南沙港区迎来了第一条直航美国东岸

的航线， 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美

东直航航线零的突破， 为客户提供南

沙与美国东岸之间快速直达的海上通

道。

据介绍，2M联盟美东航线USEC1

投入12艘8200-8500TEU集装箱轮，由

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运、以星轮船、

汉堡南美、现代商船通过VSA

（船舶共

享协议）

共同经营。 每周一挂靠南沙，

为南沙港区客户提供32天达美国纽瓦

克港、37天达美国查尔斯顿港的服务。

当前， 越来越多的班轮公司看好

南沙港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潜

力，将分支机构注册在南沙自贸区，将

发展重心向南沙港区倾斜。 截至上月

底，广州港集团新增6条航线，集团共

有集装箱班轮航线154条， 其中外贸

109条，内贸45条。 航线网络的丰富进

一步支撑华南和西南地区广泛连接国

际市场，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推

动南沙港区畅通对外联系通道。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昨日，

《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城市更新专项总

体规划》 在广州市政府平台进行公开

招标采购。 规划范围包括黄埔区全区

484平方公里土地，城市更新用地合计

约59.44平方公里。 委托方广州开发区

城市更新局要求提出城市更新行动计

划， 并且梳理近期重点实施更新改造

片区，建立重点项目库等。 项目预算最

高限价为1348万元。

研究范围包括黄埔全区 改造

面积近60平方公里

项目任务书显示， 本次规划范围

为黄埔区全区范围，总用地面积484平

方公里。 共分为三大片区，其中知识城

片区为龙湖街、九佛街、新龙镇三个街

镇的范围， 用地面积约178.82平方公

里；科学城片区北至新龙镇镇界，南至

广园快速路， 片区范围用地面积约

211.30平方公里；临港片区为广园快速

路以南，用地面积约93.56平方公里。

目前， 全区“三旧” 改造标图建

库图斑总用地面积约51.52平方公里，

结合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村庄用地以及

航拍影像图， 未纳入标图建库图斑的

旧村用地约7.92平方公里， 全区城市

更新用地合计约59.44平方公里， 其中

在编制改造方案的用地约13.73平方公

里， 未编制方案的用地约29.37平方公

里。

黄埔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

节点，目前“三旧”改造用地分布较广、

闲置低效用地较多、 土地利用方式较

为粗放，制约了黄埔区产业发展空间，

影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城市建

设质量和人民居住环境的提升。 同时，

各个改造项目单兵作战、各自为政，缺

乏城市全局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考

虑， 需要在全区层面统筹推进城市更

新工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推进连片改造 选取2~4个重

点片区优化规划

此外， 将在城市更新策略大纲及

更新单元指引的基础上， 在城市重点

功能片区、重要交通干道沿线、重要节

点地区，选取共约10平方公里的2~4个

重点片区，深化重点片区的规划衔接，

提出重点片区规划优化的概念方案建

议。 结合控规管理单元、 城市更新片

区、城市更新单元，按照连片改造的原

则， 统筹城市重点更新片区周边用地

功能， 划定近期重点推进的连片改造

研究范围。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穗市监 ）

昨日，网上流传一段视频，称

15日晚， 广州白云区人和地铁外面的

美食街发生食用小龙虾中毒事件，造

成三男两女死亡。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消息称， 经白云区市场监管部门

调查核实，网传为不实信息，请勿信谣

传谣，一切以官方发布为准！

据调查，9月14日凌晨3点， 有5名

市民在人和美食街的一家小龙虾店消

夜， 因饮用大量白酒及啤酒，3人出现

严重神志不清症状。 白云区中医医院

接120中心电话后，接回医院急诊。 经

诊断，5人为醉酒状态，其中较清醒的2

人表示不需要治疗，另外昏迷的3人经

治疗后神志恢复清醒， 血液检查未见

其他异常。 当日清晨6点左右，5人均表

示身体无不适自行离开医院。 另据调

查，5人就餐的小龙虾店证照齐全，近

期未收到该店的相关举报投诉。

上午通过污水环保验收

下午就被市河长办查处

南沙一厂家涉嫌严重环境违法问题被责令整改

广州港南沙港区喜迎首条美东航线

黄埔区城市更新用地达59平方公里

面积近10个珠江新城

市市场监管局：

网传人和美食街食物

中毒事件为不实信息

图为“阿诺

德·马士基”轮。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