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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95座厕所改造完工，全部对市民开放

设施齐全更便民 缓解女厕排长龙

此前广州地铁曾对 95家车站卫生间进行改造升级，目前进度

如何？ 10月 10日，记者走访了五号线的

滘

口、六号线团一大广场、

东山口、二号线白云公园的车站卫生间，发现上述车站卫生间已完

成升级，如厕环境有了明显的提升。 厕所基本配备洗手液、干手机、

面镜等物件，均将原本的机械冲水升级为自动冲水，很方便市民使

用。 广州地铁表示，95座改造的车站卫生间已经于国庆节前全部

开放，但是因 APP 数据仍未完全更新，有部分的车站卫生间显示

处于暂停使用状态。

进度 95座公厕升级完成全部开放

今年 5 月份，广州地铁发布消

息称将从 5 月 28 日起对 95 座车站

卫生间进行分批升级改造，改造计

划预计 9 月底全部结束。 本次改造

涉及到 9 条地铁线共计 95 座车站

卫生间， 包括 2 号线、4 号线、5 号

线、6 号线、7 号线、9 号线、13 号线、

APM 线、知识城线。其中，六号线被

纳入改造的车站卫生间有 27 座之

多， 是受改造影响最大的线路之

一。

距离预期时间已经过去一个

多星期， 广州地铁改造进度如何？

记者在广州地铁官方 APP 上查询

到， 被纳入改造的 95 座车站卫生

间中，有 53 座已经处于正常开放状

态，还有 42 座车站卫生间依然显示

“因改造升级，暂停使用”。

不过，记者从广州地铁核实，95

座车站卫生间实际已经于国庆节

前全部完成升级， 并对市民开放。

但是因为 APP 后台数据未完全更

新， 所以有部分公厕显示暂停使

用。 后续有关部门会进行数据更

新，市民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查

询到车站卫生间开放状态的讯息。

昨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广州五

号线、六号线、二号线的部分公厕，

发现大部分公厕已经改造完成，并

对公众开放。

环境 洗手间异味减少 还有艺术画装饰

“以前厕所的味道在扶梯都就

能闻到了，现在味道小了很多。 ”在

岭南花卉市场做生意的黄先生告

诉记者，因为工作原因自己经常要

出入

滘

口地铁站，以前厕所显得窄

小，环境也不好，有很大的味道，但

是现在变干净了，味道也没有以前

那么刺鼻。

滘

口地铁站内的扶梯两侧分

别设置了男性卫生间和女性卫生

间。 男性卫生间有两个便池和两个

蹲厕位。 记者现场看到，厕所的顶

部照明、地面、隔板等都做了改动。

在厕所入口处，还有投影灯显示男

性洗手间的字样，指引显得比较明

显。

有市民告诉记者，以前

滘

口站

的卫生间只有一个洗手池，现在增

加成了两个，方便了许多。 厕所还

安置了一些绿色植物净化空气。 除

此之外，厕所便池上方还有艺术画

作为装饰。 六号线的一些车站卫生

间，装饰风格也与

滘

口地铁站的车

站卫生间相似，均有艺术画和绿植

装饰。 在二号线白云公园地铁站，

记者发现，卫生间的艺术画还突出

了童趣， 契合儿童公园的主题，显

得较为用心。

设施 洗手间均配备纸巾洗手液

记者走访在二号线、 五号线、

六号线的车站洗手间发现， 车站

卫生间不但对环境进行了升级，

对于硬件的设置也进行了升级。

在

滘

口、 团一大广场、 东湖、 东

山口站， 卫生间都有面镜、 洗手

液、 纸巾、 置物栏、 干手机等配

件。 除了东山口的车站卫生间内

缺少厕纸， 其他车站卫生间的厕

纸均较充足。

不过， 除了白云公园地铁站

的车站卫生间在蹲厕位有挂钩，

滘

口、 团一大广场、 东湖、 东山

口的车站卫生间蹲厕位都没有明

显的挂钩。 有部分卫生间都在便

池上方设置一段突出的不锈钢板

作为置物栏， 方便如厕者放置物

品。

除此之外， 车站洗手间的升

级改造也考虑到了残障人士的需

求。 在六号线的东山口站， 记者

看到蹲厕位设置有扶手杆。 在白

云公园站， 还单独设置了残疾人

卫生间。

“比较满意吧， 厕所有厕纸洗

手液， 基本都满足正常使用了”

市民周先生表示， 地铁站内设卫

生间配置的物品基本能满足普通

如厕者的需求，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卫生间还有异味， 希望能加

强卫生间的保洁， 让市民有更好

的如厕环境。

智能

厕位门有亮灯提醒

除了软件和硬件上有明显的改观，

车站卫生间升级后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

采用了自动冲水和提示功能，非常实用。

滘

口地铁站内设的男性卫生间有两个蹲

厕位，门板上分别有提示，当厕位有人使

用时，厕门的绿灯就会变成红色。 如厕者

结束使用后，红灯又会变为绿色。 有不少

乘客进入厕所时，看到门上显示红灯后，

都自觉排队等候。 在东山口、 白云公园

站， 蹲厕位都采用了同样形式的亮灯提

醒，避免如厕者如厕时被拍门的尴尬。

“现在是真的方便了，以前小便完了

还要按水龙头冲水的。 ” 有市民告诉记

者，以前车站卫生间的便池、洗手池都是

要手动开水龙头才能出水， 现在换成自

动感应出水的， 使用方便了， 也节约用

水。 而在白云公园站的车站卫生间，记者

发现蹲厕位也采用了自动感应冲水，团

一大广场、东山口车站卫生间也都如此。

升级

调整厕位比例

减少女性排队时间

记者走访发现， 在东山口地铁站的

车站卫生间，男性卫生间有一个蹲厕位，

女性则有三个蹲厕位。 而在白云公园站，

女性厕位也明显比男性多。

记者走访时为下午14时， 虽然女性

卫生间人流量较大， 但是并没有明显的

拥挤状况出现。“以前这里厕所是很小

的，现在大了很多，特别是女厕所。 ”负责

保洁的阿姨告诉记者， 以前车站卫生间

女厕位较少， 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厕位，

基本满足了市民的日常需求。“附近有儿

童公园， 平时不但有车站出来的人上厕

所，还有外面的人也上车站的厕所，位置

肯定多点好，大家方便。 ”

不过，在

滘

口地铁站，记者发现女性

卫生间还是有排队现象。

记者了解到， 有条件的站点此次改

造都通过扩容调整厕位布局， 适当增加

厕位。广州南站D出口的车站卫生间也进

行了厕位调整，男厕格5格，女厕17格，排

长龙的情况将大大减少。

白云公园站厕所设施齐全，环境也很好。

东山口站厕所有提示灯，红灯“有人”。

小便池设置挡板。

白云公园站设有残障人士使用的厕所。

厕所墙壁还有装饰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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