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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荔宣）

昨日，荔湾举办 2020 年重点项目

建设大会暨集中动工仪式， 发出城市建

设快马加鞭再提速的动员令和集结号。

活动分为两个部分， 重点项目集中动工

仪式在广船地块举行，共 22 个重点项目

参与集中动工； 重点项目建设大会在荔

湾区会议中心多功能厅举行。

记者了解到， 本次集中动工仪式共

有 22 个重点项目动工，建设总投资 191

亿元，涉及“一带两区”产业项目、生态环

保类、社会民生类、城市更新类、基础设

施类等各类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实施，

将为老城市实现新活力提供新动力，进

一步为打造湾区门户奠定基础。

其中，“一带两区” 产业项目为广船

地块一期项目、鹅潭一号总部项目、黄沙

水产新市场、广州国际医药港 E 地块项

目 首 期 、 唯 品 会 荔 湾 区 白 鹤 沙

AF021920-2 地块项目和沙洛高新创意

园共 6 个项目建设， 项目将汇聚高端资

源，助力科创区产业发展。城市更新方面

共 4 个项目， 包括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

业孵化园项目、岭南花卉市场 B 区搬迁

升级改造项目、 鹤洞村更新改造项目一

期工程和广智·176 创意园项目。

深受社会大众关注的社会民生类及

基础设施类则有9个项目，包括荔湾区人民

医院新建项目、东新高速安置房、西塱农

副产品综合交易中心

（江楠中心 ）

、暖光

工程、110千伏银沙变电站、 广钢新城

AF040226地块配建小学项目、冷冻厂地

块公建配套设施及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芳村花园二期西侧规划市政路工程和中

山八路交通换乘枢纽综合开发项目。 还

有针对生态环境治理， 补齐生态环境短

板的3个项目：白鹤沙地块水系建设整治

工程、 沙洛村截污纳管工程和龙溪大道

地块水系建设整治工程。

荔湾区委书记陈小华在重点项目建

设大会上透露，东沙隧道计划 6 月开工，

包括如意大道、 地铁 22 号线、10 号线、

鹅潭大道等一批项目都将加快建设，着

力巩固提升西部交通枢纽地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荔宣 ）

“岭南花卉市场搬迁后将改造

业态， 推动线上交易。” 昨日上午， 记

者在荔湾区 2020 年重点项目集中动工

仪式中了解到， 备受关注的岭南花卉市

场 B 区搬迁升级改造项目以及黄沙水

产新市场项目同时启动。 记者了解到，

两个专业市场除了物理空间的搬迁与扩

容以外，还计划对产业模式进行升级，推

动产业信息化。

“改造后的业态将从单纯的花卉批

发销售逐步提升到花卉产品加工； 从传

统的现场现货交易发展为交易平台‘鲜

切花的淘宝’式线上交易，将带动过万就

业岗位。”五眼桥经济联合社党总支部书

记、社长莫志华告诉记者，搬迁后的岭南

花卉市场B区占地8.03万平方米，建筑总

面积约4.67万平方米， 设有鲜切花展示

交易区、盆栽精品区、物流区、完善生活

配套服务区等区域，同步推进专业消防、

安全管理等设施升级。“原岭南花卉市场

商铺500多，摊位1000多，搬迁后所在的B

区能提供商铺800多，摊位约1500。 ”莫志

华介绍道。

除了岭南花卉市场以外， 同日启动

的还有黄沙水产新市场项目， 项目位于

荔湾区沙洛片区， 总建设量约18.6万平

方米， 由广州港集团独立开发， 主要经

营活鲜水产、 冰鲜、 冻品及干货。 项目

将利用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易地搬迁的契

机， 加强对水产市场信息化、 智能化、

规范化的统一管理， 提升市场统筹管控

能力， 实现交易、 管理、 税收、 质控一

体化管理。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瑕）

记者从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根据当前

国际疫情扩散形势和我国港澳台地区

疫情的变化情况，经报请国家有关部门

同意，广东进一步严格境外疫情输入防

控。 自 3 月 27 日 6：00 起，对所有经广

东口岸入境人员

（含港澳台地区 ，含中

转旅客 ）

实行核酸检测全覆盖，并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 集中隔离食宿费

用自理。 对保障港澳正常生产生活的特

定人员和承担粤港澳急需物资运输的

跨境司机、船员等，暂不实施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但全部实行核酸检测，并对

其严格加强全流程健康管理，确保闭环

运作。

广东将密切关注境外疫情发展，进

一步加强与港澳特区政府的沟通合作，

继续强化粤港澳疫情联防联控，实施全

流程健康监测管理，全方位织密织牢境

外疫情输入防护网。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穗空港宣 ）

昨日，2020年广州空港经

济区项目签约动工暨龙港路通车活动

顺利举行。 45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总

投资超570亿元。

据悉， 新通车的龙港路位于广州

空港经济区起步区，长约1600米、宽40

米，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小

时。该道路为货运物流通道，主要承担

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中区及空港

经济区起步区物流产业园区的货运物

流交通功能， 同时承担周边地块市政

管网连接通道。

已进驻企业近1.7万家

广州空港经济区作为国家级临空

经济示范区。目前，区内已吸引进驻企

业近1.7万家，打造面积为1.1万平方米

的广州临空产业孵化器， 搭建面积为

1267平方米的广州空港众创空间。

据广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孙秀清介绍，疫情期间，广州

空港经济区全力打好“组合拳”，先后

出台“暖企10条”“便企9条”“稳企6条”

政策，支持企业加快有序复工复产，为

企业发展做好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 广州空港经济区在建

项目复工率达到100%，白云机场综合

保税区复工复产率达到98.3%。 在全球

严峻经济形势下， 广州空港经济区有

关临空业务量仍实现逆势增长。其中，

今年1~2月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进出

口22.6亿元，增长61.1%；跨境电商出口

业务量超过 1225万件 ， 同比上升

33.4%，在全市占比超过97%。

13个项目签约 32个项目动工

据了解， 当天集中签约和动工项

目共有45个，计划投资总额超过570亿

元。 这45个项目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航空维修、航空物流、航空培训、

航空金融、跨境电商、航空总部等多个

领域，其中跨境电商、航空物流、航空

维修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显著增强，对

广州空港经济区建成万亿级临空经济

商圈具有重要意义。

签约项目13个， 包括京东健康医

疗器械和保健品华南区域总部及其零

售企业、 广州临空经济示范区航空产

业总部经济价值创新园、 广州白云机

场综保区

（中区）

华南生物医药制品分

拨中心等，总投资约460亿元。其中，广

州临空经济示范区航空产业总部经济

价值创新园投资方为九元航空有限公

司，投资总额达120亿元人民币。 据介

绍，该项目主要建设航空维修园区、航

空运营保障基地园区、飞行培训园区、

航空主题博物馆及其他商业配套等五

个功能空间。

动工项目32个， 包括嘉里物流华

南区域枢纽总部、CAE亚太航空培训

基地、 唯品会广州空港跨境电商运营

总部等，总投资超110亿元。其中，CAE

亚太航空培训基地位于广州白云机场

综合保税区中区，总用地面积65475平

方米。 该项目将集模拟飞行、空乘、机

务培训一体化， 服务亚太地区的飞行

培训中心及航空研发中心、 航材展贸

中心， 项目一期投放10台国际最先进

的全动D级飞行模拟器。

今天6时起

境外入粤人员全覆盖核酸检测

荔湾区22个重点项目集中动工， 总投资191

亿元

东沙隧道计划6月开工

科学防控 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签约仪式后，项目正式动工。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黄沙水产新市场岭南花卉市场两项目齐启动

广州空港经济区45个项目集中签约动工，

总投资超570亿元

跨境电商等产业集聚效应显著

黄沙水产新

市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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