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员

陈虎辉 张健华）

昨日，记者从广州地

铁获悉， 施工单位计划于3月28日起

对芳村大道石围塘铁路跨线桥

（下称

“跨线桥”）

附近路段实施围蔽施工，

这标志着广州地铁十一号线石围塘站

（工程暂定名）

在完成前期施工准备后，即

将进入车站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据介绍，十一号线石围塘站西连

如意坊站， 东接芳村站， 车站全长

629.4米,标准段宽为23.5米，车站主体

位于荔湾区芳村大道的石围塘铁路

跨线桥正下方。 经专业机构检测，该

跨线桥整体技术状况为D级， 属于不

合格状况，结合地铁施工需要，经相

关部门同意，施工单位将对该桥进行

拆除，以消除桥梁安全隐患。 待跨线

桥拆除后，再进行石围塘站车站施工

区域内的管线迁改及围护结构施工。

地铁施工完工后，将按照市政部门的

规划对跨线桥进行复建。

为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石围塘既有铁路跨线桥的拆除围蔽

施工将分两期进行。 第一阶段是对南

幅桥实施拆除， 计划于3月28日起，对

芳村大道南侧道路实施围蔽，施工区

域围蔽长度410米，围蔽宽10米，施工

工期预计为1个月。 南幅桥围蔽后，该

路段由双向6车道变为双向4车道，同

时保留南北侧各一条非机动车道。

第二阶段是拆除剩余中幅桥和

北幅桥，南幅桥拆除完毕后，在原有

南幅桥位置修建地面疏解道和铁路

平交道口，待地面疏解道具备通行条

件后，解除施工围蔽，然后对北侧剩

余的中幅桥和北幅桥进行围蔽拆除

施工。 施工区域围蔽长度410米，围蔽

宽22.5米，施工工期预计为2个月。

十一号线石围塘站周六起围蔽施工

石围塘铁路跨线桥将分两期拆除

芳村大道石围塘铁路跨线桥围蔽施工后，通行方式为双向

4

车道和

2

非机动车道，跨线桥范围以外非施工区域交通组织不变。 为避免施工期间

造成交通拥堵，建议部分途经车辆提前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外围道路绕行

提示如下：

1.外围绕行线路：珠江大桥-内环路-珠江隧道

（花地大道）

-洲头咀隧

道-花蕾路-茶

滘

路-穗盐路-西环路-洞庭路-芳兴路。

2.内部分流线路：东

漖

北路—洞企石路—葵蓬路—兴东路—芳信路。

车辆绕行提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欧嘉

福）

23 日和 24 日， 广州天气基本上晴

好。 但在广东其他地区，却不是雷雨就

是冰雹：23 日白天到 24 日早晨，受弱切

变线影响，韶关、清远、河源和梅州两市

的北部、肇庆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先后出

现了中到强雷雨，局地雨量达到暴雨或

大暴雨， 并且雷雨时伴随出现了 7 到 9

级短时大风，河源龙川、韶关仁化、乳源

等市县出现了局地小冰雹。 预计，25 至

26 日受西南气流和高空槽影响，广州市

将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27 至 28 日

先后受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广

州市将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

有短时强降水、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

气象部门预测，受南支槽前的偏南

气流影响，25 日广东省中西部市县有中

到强雷雨局部暴雨；受南支槽和冷空气

影响，26 日到 27 日，广东省有大雨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降水， 雷雨时伴有 8 级-

10 级短时大风、局地冰雹、雷暴、短时强

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7 日夜间开始受较

强冷空气影响，广东省各地气温逐渐下

降。

广州今日多云到阴天， 有雷阵雨，

气温介于 22℃至 28℃之间， 吹轻微的

偏南风；明日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

介于 22℃至 28℃之间， 吹轻微的偏南

风；27 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强雷雨，

气温介于 21℃至 26℃之间。

此外， 记者从广州市三防办获悉，

近日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关于强降

雨和强对流天气情况通告》。 各地、各有

关单位提前做好局地骓对流天气防范

工作，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值班值

守和会商研判。 受影响地区乡镇

（街道）

三防办要恢复防汛 24 小时值班。

广东明后天有大到暴雨

广州今明雷雨趋于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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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业机构检测，位于广州市荔湾区

芳村大道的石围塘铁路跨线桥整体技术

状况为 D 级（不合格状况），现结合地铁

十一号线石围塘站建设需要，对该桥进行

拆除，以消除桥梁安全隐患。 经住建及交

管部门同意， 施工单位计划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起， 对芳村大道石围塘铁路跨线

桥附近路段实施围蔽施工。 届时，途经车

辆、行人可通过地面临时便道通行。

石围塘既有铁路跨线桥拆除围蔽施

工将分两期进行：

第一阶段：对南幅桥实施拆除。 计划

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起，对芳村大道南侧

道路实施围蔽， 施工区域围蔽长度 410

米， 围蔽宽 10 米， 施工工期计划为 1 个

月。 南幅桥围蔽后，该路段由双向 6 车道

变为双向 4 车道，同时保留南北侧各一条

非机动车道。

第二阶段：拆除剩余中幅桥、北幅桥。

南幅桥拆除完毕后，在原有南幅桥位置修

建地面疏解道和铁路平交道口，待地面疏

解道具备通行条件后， 解除施工围蔽，然

后对北侧剩余的中幅桥和北幅桥进行围

蔽拆除施工。 施工区域围蔽长度 410 米，

围蔽宽 22.5 米，施工工期计划为 2 个月。

桥梁拆除期间，交通通行方式将由立

交通行改为地面通行，通行方式为双向 4

车道+2 非机动车道， 跨线桥范围以外非

施工区域交通组织不变。

为避免施工期间造成交通拥堵，建议

部分途经车辆提前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外

围道路绕行提示如下：

1.外围绕行线路：珠江大桥-内环路-

珠江隧道（花地大道）-洲头咀隧道-花蕾

路-茶 路-穗盐路-西环路-洞庭路-芳

兴路。

2.内部分流线路：东 北路—洞企石

路—葵蓬路—兴东路—芳信路。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将严格按照规范

做好施工区域内的围蔽及安全防护措施，

根据交通疏解方案设置交通信号灯、监

控、指示牌及标线等交通设施，同时在必

要路口设置交通引导员，配合交警对交通

进行疏导，缓解交通压力。

十一号线石围塘站地铁施工围蔽公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近

日，有市民报料称，位于白云区五号

停机坪的广州星期8小镇已经停业，

目前正在围蔽进行内部拆除。

据五号停机坪相关负责人表示，

五号停机坪已正式与星期8小镇解除

合作关系并收回场地。 而星期8小镇

相关负责人高先生则表示，按照租赁

合同约定，还有5年场地才到期。 但1

月20日后，主题乐园突然被商场方停

电及围蔽， 导致其无法正常运营，目

前公司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到三元

里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处理相

关事宜。

据了解， 广州星期8小镇于2011

年开业， 占地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

一个为3~13岁孩子提供社会角色扮

演的主题乐园，内设有机场、商店、医

院、银行等场景，开业至今已有9年。

五号停机坪相关负责人蔡小姐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五号停机坪已

正式与星期8小镇解除合作关系并收

回场地。 蔡小姐称，该主题乐园母公

司上海童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法

院列为失信企业，再加上近年来其违

规操作预售卡，“公司担心该乐园没

有正常履约能力，影响消费者权益。”

据悉， 此前曾有星期8小镇员工

称被公司拖欠两个月工资。 3月23日，

白云区三元里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中心发出公告称，关于上海童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员工反映

拖欠工资一案，劳动保障部门已经登

记备案并且予以受理，展开调查。 同

日，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

上海童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发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

令书，下达指令要求该单位在限期内

支付所拖欠员工工资。

高先生表示，对于拖欠员工工资

和相关工龄赔偿、消费者充值卡等问

题，将会争取妥善解决。 蔡小姐则表

示：“我们正在为‘星期8’善后，包括

垫付他们的员工工资，甚至他们的失

业员工，若有合适的岗位将转入五号

停机坪工作。具体善后等相关工作计

划将于近期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发

布。 ”

“星期8小镇”停业了？

五号停机坪称已与其解除合作关系收回场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近日，

广深高速公路新塘立交改造工程进行

环评审批受理公示。 根据环评报告，广

深高速公路全线将改扩建成12车道，预

计将于2026年完成改扩建工作。 位于增

城区新塘镇的新塘互通立交也将进行

扩建改造。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拟实施

广深高速公路新塘立交改扩建工程，改

造广深高速公路主线长1.39km。 工程采

取“全上盖隔音形式+主线桥梁拆除重

建并同步扩建为12车道” 方案进行改

造。 新塘立交改造工程分为两大部分：

交通改造

（含主线、匝道、国道、南碱路）

和上盖空中花园

（含上盖结构 、景观延

伸、空中环道、公园景观）

，其中，景观公

园内容工程不在本项目范围内。

新塘立交 主线 全 程 设计 速 度

120km/h， 路基段维持原有双向6车道，

桥梁段拆除重建并同步扩建为分离式

双向四幅12车道。 修建完成后，主线外

侧桥梁画线处理，不通车，直到2026年

广深高速公路主线全线扩建完成后一

起通车。

广深高速将改扩建为12车道

预计2026年完成，新塘互通立交也将进行扩建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