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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何小敏）

梅汕

铁路今日开通， 记者昨日跟随广铁搭乘梅汕

铁路试运行列车。 昨日中午，记者登录 12306

官网看到，目前梅汕铁路的高铁票已经开售。

据悉，梅汕高铁正线全长 122.4 公里，线

路设计时速 250 公里， 线路北起梅州市梅州

西站，途经梅州、揭阳、潮州三市，在潮汕站与

厦深铁路接轨，全线设梅州西、畲江北、建桥、

丰顺东、揭阳、揭阳机场、潮汕站 7 个站点。

昨日上午 11 点 20 分， 记者在潮汕站坐

上开往梅州西的和谐号， 由于本趟列车是试

运行，到达梅州西站大概用时一个小时左右。

据了解,正式开通后，用时约 40 分钟。 记者在

梅州西站下车后走入候车厅， 可以看到候车

厅十分宽敞， 据了解， 梅州西站建筑面积

12000 平方米， 候车室面积 7109 平方米，最

高聚集人数 1500 人。深圳北站梅州西工作人

员罗傧表示， 梅汕铁路是广东省内继广珠城

际、 江湛铁路之后第三条试点电子客票的线

路，沿线梅州西、畲江北、建桥、丰顺东、揭阳、

揭阳机场、潮汕 7 个车站，均为实施电子客票

的试点车站。在开通运营首日，电子客票系统

将同步投入使用， 乘车区间在以上 7 个试点

车站范围内的旅客， 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机

APP 购票后，不再需要换取纸质车票，可直接

通过“刷手机”或“刷身份证”进站乘车。

昨日记者在参观梅州西站时留意到，候

车室两边的两个厕所门前有一台液晶显示

器，上面显示着男女厕所厕格的空位数。记者

走进厕所，发现每个厕格门都有个电子屏，有

人如厕时电子屏会显示红色有人的字样，反

而则是绿色的无人字样，一目了然。 据了解，

这是梅州西站启用的智慧卫生间系统， 旅客

在厕所外面就可以实时查看到厕格里面是否

有人在使用。

据了解，每天将有 44 趟动车组列车往返

于梅州至广州、深圳、汕头、珠海、宜昌、厦门

等地，梅州至广州、深圳最快仅需 3 小时 25

分和 2 小时 52 分。 开通运营初期，梅汕铁路

每日开行 44 趟动车组列车，其中梅州往返广

州 12 趟，往返深圳 10 趟，往返潮汕站 8 趟，

往返汕头 8 趟，往返珠海、厦门、宜昌各 2 趟。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海珠区

妇儿医院选址有变化， 目前正进行公

示。 记者昨日获悉，根据海珠区妇女儿

童医院选址地块

（

AH1018

规划管理单

元）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必要性论证

征询意见公示， 拟建医院的地块位于

海珠区儿童公园南侧， 孙逸仙纪念医

院

（ 新址）

北侧，用地面积为 8431 平方

米。 市民即日起至 18 日可反馈意见。

据了解， 海珠区目前没有妇儿医

院，根据广州市政府关于“各区建设一

所妇女或儿童医院”的工作部署，海珠

区选取了区儿童公园南侧， 孙逸仙纪

念医院

（ 新址）

北侧地块作为海珠区妇

女儿童医院选址地块。 因选址方案建

设诉求与现行控规不一致， 为落实推

进医院建设实施，拟对控规进行调整。

该地块用地性质原为教育科研用地。

记者了解到， 海珠区去年 7 月选

取了广州大道南敦和路 195 号的文化

活动中心地段作为区妇女儿童医院选

址。 不过，该地块同时存在建设诉求与

现行控规不一致的问题， 需要对控规

进行调整。 在提交市规委会审议时，规

委会认为在该地块建医院， 占用了部

分教育设施用地， 该区域内需配套的

学校无法解决，建议海珠区另行选址。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穗规资宣 ）

传统旧村将“摇身一变”成

为红木小镇。 近日，南浦村旧村地块控

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在广州市城市规划

委员会城市更新专业委员会上审议通

过。 番禺将以南浦村为核心，整合周边

其余 4 条村，打造面积达 12 平方公里

的红木特色小镇， 促进红木产业等传

统优势制造业智能化提档升级。

历经数十年积累， 番禺区东南部

的石

碁

镇沿市莲路形成了广州首条红

木产业带，截至 2016 年底，石

碁

镇有

红木家具及配套企业约 62 家，从业人

员近万人，年产值约 33 亿元，是全国

唯一一座“广作红木特色小镇”。 南浦

村正位于红木产业基础良好的石

碁

镇， 村域内有已通车的地铁 4 号线石

碁

站， 半小时内可达番禺区大部分地

区，1 小时内可连接白云机场、广州站、

广州南站、 南沙客运站等重要交通枢

纽，具有良好的地理区位和交通优势。

记者了解到， 本次规划为南浦旧

村订立的发展目标是：番禺东部之星，

红木特色小镇。 南浦村将作为广州南

拓和番禺东部崛起战略的载体， 结合

智能家居、文旅产业等，重点发展与红

木产业相关的高附加值产业， 促进红

木产业等传统优势制造业智能化提档

升级。

在建筑控高和天际线方面， 计划

沿中轴商业街两侧有序布置塔楼，塑

造“红木峡谷”。 交通方面，新增“两纵

四横”6 条支路；增设社会停车场 3 处，

共约 216 个停车位； 公交首末站 1 处。

改造还将完善区域内的公服配套，新

增 36 班小学、18 班小学各一处；9 班幼

儿园和 15 班幼儿园各一处。 文化遗产

保护方面，保留南浦杨氏大宗祠、南浦

村酒堂、英斋公祠、积成家塾、庞氏宗

祠 5 处古建筑，迁建 1 处传统民居。

梅汕铁路高铁票昨起开售

今日开通运营后，全线7个车站试行电子客票，刷身份证即可乘车

海珠区妇儿医院新址

将落户区儿童公园南侧

番禺区拟打造

12平方公里“红木小镇”

如何反馈意见？

信函反馈：

请邮寄至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00

号飞龙大厦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海珠区分局规划管理科，或广州市

海珠区杏坛大街

28

号广州市海珠区规

划编制研究中心收。邮政编码：

510245

。

网上反馈：

登 录 网 址 （

http://www.gzlpc.gov.

cn/sofpro/bmyyqt/gzlpc/gfgs/gfgs_con鄄

tent.jsp?pkid=123866

），在对应公示图下

方直接发表意见。

梅州西站的人脸识别系统。

梅 汕 铁

路全线

7

个

车站均可刷

身份证进站

乘车。

从潮汕站开出的试运行列车抵达梅州西站后，乘客在车站站牌前拍照留念。

本栏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梅州西站的智慧卫生间系统可实时查看厕位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