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穗林园宣）

昨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行广州市第 76 场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活动———组织媒体实地采访云

道、 白云山门岗建设和还绿于民情况。

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由何镜堂院士设

计的白云山南大门最快今年年底可以

建设完成。 这就意味着，届时，白云山 6

大门岗、10 个小门岗全部建设完成。 此

外， 中山纪念堂至麓湖全程 6.2 公里的

云道五一正式对外开放。

云道“五一”正式对外开放

13 日上午 9 时许，记者从越秀公园

登山云道， 经花果山步行至雕塑公园，

发现尽管还是试运行但已有不少游人。

“在上面看和在下面看感觉完全不

同。 ”“是呀，

（云道）

上看视野更开阔，广

州更漂亮。 ”“好舒服。 ”走在云道上，市

民、游客的惊叹声不绝于耳。 市民李阿

姨告诉记者，她是第一次上云道，“新闻

和微信里都说云道开了就来看看。 ”李

阿姨感叹道， 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云

道比想象的更漂亮。 市民付先生在一旁

插话说，他是第二次上云道了，上次是

阴天，感觉视野受限，所以趁天晴再次

上云道， 阳光下的云道和广州更漂亮、

更有诱惑力，“以后有空就来走走。 ”

据了解，目前，云道试验段基本建

成， 即白云山麓湖越秀山连通工程 6.2

公里主体工程、 配套绿化已基本完成，正

在完善相关配套设施。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连通工程已于清

明期间试开放运行，“五一”正式开放，市

民可以步行从传统城市中心的中山纪

念堂、越秀公园、花果山到达麓湖。

上午 10 时 30 分，记者在白云山南

门附近看到，白云山游客服务中心对面

的草坪上绿草如茵，不少游客在上面或

躺或坐，小朋友更是玩得欢腾。

据介绍，白云山南门附近的草坪原

来是金贵停车场、双燕停车场及违建商

铺，拆违复绿后，新增绿化面积 1.7 万平

方米，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深受市民群众

欢迎。 自去年 3月开始，广州实施白云山周

边白云大道、同泰路、广州大道环境整治及

绿化提升工程，新增绿化面积 6.2 万平方

米，建成白云山周边缓跑径 2.6 公里，环

白云山周边的白云大道、同泰路、广州

大道绿化美化水平显著提升。

院士操刀设计南大门

远看是白云朵朵， 近看似雨伞，夜

晚成木棉花……这样的大门你喜欢吗？

这就是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建成的白云

山南大门，该大门由何镜堂院士亲自操

刀设计。

昨日， 何镜堂现身白云山南门附

近，讲解包括南门在内的白云山 6 大门

岗和 10 个小门岗新建

（改造 ）

的原因、

设计理念和建设原则。 何镜堂解释说，

新设计的南门不再仅是一座山门、出入

口，而将融合周边自然环境，契合云山珠

水特点，融合一旁的广州花园特色，打造为

一个观景平台。 在现有的南门位置上前移

40米，一过高架桥就能看到，突出其标识；

大门由进山广场、 台地广场和后广场组

成，进山广场又是核心广场，利用原有

的榕树打造景观， 台地广场是斜坡，游

客一步一景，后广场为停车场，用来停

放电瓶车，车道和人行道分开，各行其

道， 既安全又舒适。“大门其实是雕塑

群。 ”何镜堂说，大门建筑将突出岭南特

色，造型奇特，“远望像云朵，近看似雨

伞，晚上灯一亮就成了木棉花。 ”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吴敏

透露，南门正在招标，预计 5 月份开工

建设，如果天气好，一切顺利，最快今年

年底建成。

“南门最现代，西门最气派，翠竹园

大门最生态。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工

程处副处长唐炯告诉记者，白云山主要

门岗由何镜堂院士领衔的广州地区大

师团队按照一门一策、 一门一景思路，

打造彰显岭南特色的标识性门岗。

据介绍，一旦南门建成，白云山的 6

个大门岗和 10 个小门岗就全部建成

了。 白云山南门、西门、北门、柯子岭门、

翠竹园门、梅花园门等 6 条主要进山通

道路面、人行道、绿化及沿线建筑整饰

已完成，实现绿化美化净化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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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山纪念堂至麓湖6.2公里云道五一正式开放

白云山南门最快年底建成

广州前日新增3例确诊病例

新增29例无症状感染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

健宣）

4 月 12 日 0 时至 24 时，广州市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 3 例，其中湖北输入病例 1 例

（社

区主动排查发现）

、 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2 例

（主动排查密切接触者发现）

。 新增出院病例

11 例。

截至 4 月 12 日 24 时， 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 119 例、 境外输入关联病例 15

例。 累计出院 96 例，尚在院治疗 38 例

（危重

型

1

例、重型

3

例）

。

截至 4 月 12 日 24 时， 累计报告本地确

诊病例 348 例

（新增湖北输入病例

1

例）

。 累

计出院 345 例，累计死亡 1 例，尚在院治疗 2

例。

4 月 12 日 0 时至 24 时，新增 29 例无症

状感染者， 其中 4 例为入境口岸排查到的境

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25 例为输入病例密

切接触者排查和高风险国家在穗人员大排查

中发现。 在这 25 个无症状感染者中，1 人为

中国籍、1 人为美国籍、23 人为非洲国家籍，

其中，7 人曾光顾建设六马路绿松石小酒馆、

11 人曾前往通通商贸城等近期有较多病例

报告的场所， 另外 7 人为非洲国家籍输入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 上述无症状感染者全部为

主动排查发现， 均已被送定点医院隔离医学

观察。

现有疑似病例 0 例。 累计核实追踪密切

接触者 7966 人，尚在医学观察 1041 人。

4

月

12

日新增确诊病例情况

新增湖北输入确诊病例：男，

50

岁，中国湖北籍，广州居住地在海珠区华洲街龙潭村，从事贸易批发生意。

4月8日凌晨，患者持绿码从武汉自驾车出发，于当天深夜抵达海珠区住处，自诉返回途中均有佩戴口罩，无接触他

人。 当晚被海珠区社区“三人组”排查发现。

4月9日，送患者前往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采样检测。

4月10日，医院反馈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并立即对患者进行隔离留院观察。

4月11日，疾控部门复核结果亦为阳性，即由救护车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4月12日，经进一步检查及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境外输入关联确诊病例

1

：男，

40

岁，尼日利亚籍，广州市居住地在白云区三元里街。

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近期经常前往广园西路通通商贸城洽谈业务，为近日一例外国籍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者。

4月9日，患者被纳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即由专车转送至集中隔离点。

4月10日，患者出现发热等症状，即由救护车从隔离点转运至白云区第三人民医院隔离观察，采样检测结果为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

4月11日，疾控部门复核结果亦为阳性，即由救护车从白云区第三人民医院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4月12日，经进一步检查及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境外输入关联确诊病例

2

：男，

28

岁，刚果（金）籍，广州居住地在白云区黄石街广花六路诚丰街，广东工业大

学留学生。 近期主要在住处和越秀区小北路附近活动。

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患者近期曾去了建设六马路绿松石小酒馆，为近日一例外国籍输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

4月8日，患者被纳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即由专车转送至集中隔离点。 9日采样送检。

4月10日，反馈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4月11日，疾控部门复核结果亦为阳性，即由救护车从隔离点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4月12日，经进一步检查及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上述3例病例均为主动排查发现，13名密切接触者已按有关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病例的相关活动场所均

已进行终末消毒，环境样本检测均为阴性。

云道试验段已开放，吸引不少市民打卡。 本组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改造后的白云山翠竹园门岗。

改造后的白云山柯子岭门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