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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交集宣 岳路建）

近日，广东交通集团

发布消息称， 狮子洋通道筹建在即，这

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

又将有新成员入列。

未来，狮子洋通道将携手港珠澳大

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黄埔大桥、深

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等，构建世界

级交通枢纽，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

互通、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续写“春天

的故事”。

过江段拟采用双层桥梁方案

据了解，狮子洋通道项目位于南沙

大桥与虎门大桥之间，直连南沙自贸区

和东莞滨海湾新区两大发展平台，已列

入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

意见》及国家发改委《粤港澳大湾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 是打造广州国

家综合交通枢纽的战略性通道，建成后

将成为大湾区地标建筑，为大湾区加速

发展增添澎湃动力。

该项目起于东莞市虎门镇新联

（接

广深高速公路、常虎高速公路虎门港支

线一期）

，往西经沙田镇，在虎门港和广

州小虎岛之间跨越珠江， 经南沙黄阁

镇、东涌镇，终于大岗镇

（接广中江 、东

新高速）

。 全长约35公里，全线为桥梁，

双向八车道，其中过江段拟采用双层桥

梁方案，双层桥长约12.5公里。 据悉，该

项目计划2021年底开工，2027年建成通

车。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跨江通道”

广东交通集团总经理刘晓华表示：

“狮子洋通道项目技术难度高、 建设条

件复杂、工期紧，特别是狮子洋通道主

桥方案为双层16车道

（上层

8+

下层

8

）

高

速公路技术标准，以及超大跨径、超重

荷载、超宽桥面悬索桥，具有世界级技

术难度。 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以‘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把项

目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跨江通道。 ”目

前，该集团正在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项

目包括深中通道、 黄茅海跨海通道等6

个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

狮子洋通道由广东省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和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中标。 联合体还同时获得信

丰

（省界 ）

至南雄高速公路和清远清新

至佛山南海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建

设、营运权限。 狮子洋通道等三个项目

总投资额接近700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我可

以自信地说，潢涌村现在已实现全面小

康！ ”潢涌村党工委书记黎锡康自豪地

说道。 18日，记者从东莞市委宣传部的

《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调研报告》中获悉，2019年，潢涌村集

体总资产达到69.31亿元， 可支配收入

6.63亿元，村民每年股份分红人均1.4万

元，60岁以上老人享受每年近3万元的

福利保障。 这个千年古村水道环绕、绿

树成荫，村民生活富足喜乐，一幅传统

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岭南水乡画卷跃然

纸上。

改革开放前， 潢涌因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被群众戏

称为“三尾之地”———“路尾”“水尾”“电

尾”。 敢闯敢试的潢涌人开起了红砖厂，

办起了水泥厂，最后瞄准了造纸业。 经

过30年的艰苦创业， 实现了年产量从6

千吨到300万吨、 工业产值从几百万发

展到超过100亿。 到2004年，潢涌村一级

集体可支配收入达到2.74亿元， 在东莞

村组两级可支配收入上排名第一，潢涌

村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发展成有

名的富裕村。

在村办企业东莞金洲纸业有限公

司二楼会议室外，一块电子显示屏正滚

动播放着工厂的环保实时信息， 烟尘、

二氧化硫等排放物数据一览无余。 对于

以造纸作为支柱产业的潢涌村而言，这

块显示屏，是集体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

绿色发展的缩影。

2005年7月， 黎锡康成为新一任潢

涌村书记。 他下定决心，要带领全村从

产业转型升级中谋求突围。 潢涌走上了

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道路。

2015年起， 潢涌村每年投入约1个

亿的工业技改投资，对造纸产业升级改

造，累计投入约20亿元。 同时，持续推进

银洲、金洲、建晖三大造纸企业实现经

营理念、生产能力、管理制度、科技人才

和品牌管理“五个升级”，进一步巩固了

潢涌造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从1995年荣获“东莞市文明村”开

始，潢涌将文明创建纳入了村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 每年从村集体收入中拨款

400万元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经费， 通过

建立健全文明创建的体制机制、完善设

施场所、创新活动方式，取得了精神文

明建设的累累硕果。

多年的实践证明，正因为潢涌始终

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使得广大村

民日益提升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

化素养，始终伴随并推动着潢涌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过程。

2006年，潢涌村第一期500套保障性

农民公寓落成，推动村民“上楼”，逐步

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 又大力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与村容村貌优化提升，完善了

村组小公园、村级绿道、村民活动场所

等基础设施，建设了文化广场、江滨公

园、湿地公园。 目前，村内建有1间社区

医院、1家小学、1家幼儿园，1家台商子

弟学校，1个大型体育馆、69个篮球场、3

个标准游泳池，还有影剧院、图书馆。

潢涌还通过开展就业教育培训、加

强岗位拓展推介、 人才定点培养使用、

促进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等多种举措，村

民只要愿意，可以100%实现村内就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

讯员 穗卫健宣）

昨日，疾控部门已

完成花都无症状感染者王某基因测

序溯源分析，从进化关系来看，广州

花都无症状感染者王某感染的病毒

基因序列与王某工作的隔离酒店发

现的境外输入病例病毒基因序列高

度同源，主要变异位点完全一致。这

个结果与之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完

全吻合。因此，可以完全确认王某感

染来源于隔离酒店的输入病例。

广州市在10月17日已经完成重

点区域人员排查的基础上， 对毗邻

地区实施愿检尽检。截至10月18日7

时， 共完成应检尽检、 愿检尽检

148295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王某活动轨迹涉及的区域外环境检

测结果也均为阴性。此外，集中隔离

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疾控部门将继续做好医学观察工

作。

此次疫情在省、市、区的联合处

置下，现场处置已经完成，疫情没有

扩散，防控取得良好成效，市民无需

恐慌。但也再次提示：新冠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 市民仍需做好必要的个

人防护，配合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张玉琴 通

讯员 黄逸熹）

昨日，黄埔区联和街

黄陂社区长安片区旧村改造项目举

行开工仪式， 项目将分为四大功能

区， 分别为回迁安置区、 回迁经济

区、融资住宅区及融资商业区。改造

后建筑密度将由35％下降为24％，绿

地率由原来的19％上升到37％。

黄陂社区长安片区旧村改造项

目位于科学城北部，北临广汕公路、

东接开创大道，用地面积约20公顷，

规划建筑面积近70万平方米， 投资

总额约90亿元，作为黄埔区“三旧”

改造进展较快的重点样板工程，一

直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项目自2018

年3月签约拆迁仪式启动后， 仅用9

个月时间，完成464栋房屋的签约补

偿，签约率超过90%；截至目前，已

基本完成项目全部拆迁补偿， 累计

拆除约17万平方米，拆除率达85%。

在施工建设方面， 复建安置区已完

成全部11栋安置房的地基建设，部

分安置楼栋即将封底， 融资区也将

启动建设。

黄陂社区长安片区旧村改造后

将实现“产业转型、城区提质、环境

再造”的目标，经统筹规划，原来杂

乱无序的村落将变身成为环境优

美、土地开发利用率高、配套服务设

施齐全的现代社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近日，

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共

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少先队广州市工作

委员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来自广

州市各区的百名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和

中学团委书记代表，在广州市青年文化

宫开展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骨干师资

培训。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鹂为

现场的少先队辅导员和中学团委书记

代表开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培训，围绕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九

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

结合实际案例，介绍强制报告的理论依

据、制度意义以及具体做法，以推动强

制报告制度的落实质效。 林鹂介绍，当

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持续上升，司法办

案发现，案件发现不及时，严重影响了

打击犯罪和救助未成年人的效率、效

果。 中小学校老师正是未成年人密切接

触者， 可以在教学中感受到孩子的变

化，能及时发现和保护那些正在被不法

伤害的未成年人。

与传统讲座不同，本次实务培训采

用互动式、体验式、浸入式课堂模式，引

导参与者通过体验去感受及思考。 课程

中，市青年文化宫社工导师重点传授如

何进行预防性侵犯教育的知识点及技

巧。

社工导师通过游戏、 小组讨论、

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等互动形式向参

与培训的老师们强调： “学生们学会

认识身体的隐私部位不难， 但只是学

会这些并不足以保护自己， 在现实发

生的性侵案件中， 可能存在其他方式

的伤害， 所以辨别好坏接触， 识别内

心的感受非常重要。”

狮子洋通道设计主桥双层16车道

保护未成年人

广州开展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骨干师资培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东莞潢涌村始终坚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昔日“三尾之地”绘就岭南水乡画卷

黄埔区

黄陂长安旧村

改造项目开工

花都无症状感染者测

序溯源分析完成

证实感染源于

隔离酒店输入病例

全长约35公里，计划2021年底开工，2027年建成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