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日，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对市政府落实《关于推进教育、

文化、卫生、体育、民政领域民生基础设

施规划与建设的议案

（

2

号议案 ）

》决议

的实施方案情况举行专题询问会。 据了

解，广州将在8月出台《广州市基础教育

设施发展策略研究与布点规划

（

2019

—

2035

年）

》，将有效缓解外围城区学位压

力。

将缓解外围城区学位压力

在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陈迪云提问，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布点

规划，目前有何难点，编制中有何创新

点？

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敏生回答说，基

础教育方面的布点规划将争取在8月份

发布。“做这个规划的时候，我们主要是

考虑跟整个城市、人口和产业发展相结

合，目前解决的难点是，二孩之后，整个

城市人口发展给基础教育带来的压

力。 ”陈敏生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

州市的出生人口是呈现圈层式的发展，

在中心城区目前的人口增长不是太快，

增长比较快主要还是周边城区。

陈敏生说，从千人指标和生均建筑

面积来看，目前广州整体学位能够满足

老百姓的需求。“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

结构性的不均衡，就是中心城区优质的

学位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外围城区

主要是人口增长，在整体学位这一块供

给也是有压力。 ”陈敏生表示，规划将考

虑提高配置标准，“按照往常配置一个

小学，最低标准是18个班的话，提高标

准可以配置24个班甚至更高的标准，来

缓解外围城区一些学位的压力”。 同时，

通过集团化办学，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向

周边城区去辐射。

争取每个区有一个文化宫

谈到工青妇领域布点规划，市总工

会一级调研员周志坚说，工会将争取每

一个区有一个文化宫，目前规划已初步

征求意见，近期将确定下来。

市妇联副主席李艳林介绍，《广州

市妇女儿童活动阵地

（设施 ）

布局专项

规划

（

2020

—

2035

年）

》准备向市政府送

审，争取每个区都能够能实现至少有一

处，有一些条件宽松的区能实现二至三

处。

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副主任委员刘

素艳建议，要贴紧广州在大湾区建设中

的定位，避免重复建设，促进资源整合。

“好多区都说，工会搞一个文化宫，妇联

搞一个妇女儿童阵地，共青团搞一个青

少年宫，老城区的用地很紧张。 ”刘素艳

建议，三个规划要系统实施，有的区可

以建一个工会、妇联、共青团合起来的

综合活动中心。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总

经济师邱琳表示将跟进了解， 加强协

调。

另外，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广

州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黄雪萍问

到科教城进展问题。 市重点项目管理中

心副主任邓新勇介绍，目前已完成市建

工学校、市交通高技、广州铁职院和广

州幼师以及大概6条建设用地的移交，

合计是2113亩，占用地大约是30.4%。

下一步总体预计是在2020年9月份

完成安置区的建设，第三季度安置房投

入使用， 在2020年教育城全面启动开

工， 在2022年的9月份13所学校争取能

够按期入驻。 资金方面，目前正在争取

国家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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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就市政府落实2号议案举行专题询问会

广州将出台基础教育设施布点规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

昨

日， 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法规需待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后实施。

6月29日，常委会会议对《广州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三次审议

稿）》进行了分组审议。当天下午，市人

大法制委员会召开统一审议会议，结

合各方意见建议对三审稿进行了修

改。

市委意见认为， 参照北京等地做

法，有必要对遵守公共场所保持“一米

线”社交距离作出规定。法制委员会同

意该意见， 在草案三次审议稿第十三

条增加了一项。 表决稿规定，公民应当

尊重社会公德， 遵循公共场所文明礼

仪，自觉遵守下列规定：（六）遵守公共

场所经营管理单位设置的“一米线”文

明引导标识。

三审稿还规定，在机场、火车站、

地铁站、汽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内，不

得乞讨、摆设摊点、堆放杂物，在车行

道上不得拦车、 停留或者实施散发广

告、兜售物品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有意见认为， 疫情之后需要更加关注

民生问题， 摆设摊点一定程度上能够

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满足群众生活需

要，不宜一律禁止。 法制委员会同意这

一意见， 删除了草案三次审议稿第十

四条第十项的相关规定。

表决稿表述为：在机场、火车站、

地铁站、汽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内，不

得乞讨、堆放杂物，在车行道上不得拦

车、停留或者实施散发广告、兜售物品

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

《广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获表决通过

公共场所要遵守“一米线”引导标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通讯员 穗

文广旅宣）

“不忘初心守望相助”———广

州市庆祝“七·一”暨抗击新冠疫情主题

文艺惠民晚会昨晚在中山纪念堂上演。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市健康卫生委

员会主办，广州歌舞剧院和广州市中山

纪念堂管理中心承办。

当晚演出中，欧凯明、黎骏声、陈韵

红等 6 位梅花奖获得者共同演唱了粤

歌《致敬 2020·中国》。 舞蹈《与爱同行·

只要平凡》《在灿烂的阳光下》等由广州

歌舞剧院演员担任领舞。 广州市杂技艺

术剧院呈现了由 18 位杂技演员共同完

成的杂技情景节目《在一起》，通过不同

形式表现人们面临疫情时的众志成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钟飞兴 黄逸熹 范敏玲）

昨日

下午，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召开决胜

三年完成旧村拆迁任务工作推进大

会，向各街镇下达攻坚责任书，动员

全区力量全速推进旧村拆迁工作。

据悉， 黄埔区此次重点改造的

旧村项目共66个， 共涉及44个行政

村

（含转制社区）

，建设用地31.93平

方公里， 占全区旧村总建设用地的

83%。 本次行动计划以“一村一图”

的形式， 对66个改造项目的方案审

议、控规调整、用地手续办理等关键

环节的工作进度进行铺排， 并以半

年时间为节点对各街镇、 各项目的

拆迁任务进行明确， 确保每个项目

按时间节点如期推进。

《作战蓝图》提出，今年底完成

拆除率100%的项目数量为21个，拆

除房屋1071万平方米；2021年底，完

成拆除率100%的项目数量为28个，

拆除房屋1582万平方米；2022年底，

完成拆除率100%的项目数量17个，

拆除房屋626万平方米。

如何确保三年、 力争两年完成

任务？ 黄埔区抓住全省“三旧”改造

改革创新试点契机，提出“改”“快”

“活”三字旧改方针，强化顶层设计

和政策创新，开创城市更新的“黄埔

模式”。 此外，还建立区领导干部挂

点包干街镇、 街镇领导干部挂点重

点村社等机制， 将5000万元以下拆

迁补偿审批权限下放到街镇， 多点

齐发加快推进更新改造。

抗“疫”惠民晚会昨晚唱响中山纪念堂

黄埔全速推进旧村拆迁工作

力争三年内

完成66个旧改拆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刘福昌 马欣悦）

昨日上午，广州至湛江

高速铁路全线开工动员会在湛江市坡

头区湛江湾海底隧道始发井位置举行。

标志着粤西地区接入国家“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的蓝图又向前迈出了一大

步。

作为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

贸区高速铁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湛高铁正线全长约401千米， 线路起

于广州火车站，途经佛山、肇庆、云浮等

市，终至湛江北站，西连湛江枢纽，设计

行车时速350千米， 项目建设工期5年，

投资总金额估算998亿元。

广湛高铁采用盾构隧道形式，首次

穿越湛江湾海底。 据承建单位中铁十四

局集团项目负责人常勇介绍，该隧道具

有开挖断面大、地质条件差、建设标准

高、关键技术多等特点，国内外可供参

考经验少。 项目总工程师高始军表示，

采用隧道方式穿海可以有效保留湛江

湾现有城市天际线，对城市景观影响最

小； 避免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

响，也不影响航道通行；同时，湛江是强

台风高发地， 过海隧道更具安全性、可

靠性等优势。

据悉，广湛高铁工程通车后，将实

现广州中心城区至湛江中心城区由原

来3小时缩短至1.5小时以内， 将极大改

善粤西地区群众出行条件。 高速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提升粤西地区区

域经济地位，促进湛江整体经济和社会

发展。

广州至湛江高铁全线开工

未来广州到湛江只要90分钟

荩

当晚演出的木偶微剧《众志成城

战疫情》。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