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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2020年GDP超5000亿

连续14年全市第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

丹）

3月2日， 天河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

召开。 天河区区长谭明鹤在

会上作了2021年天河区政

府工作报告。 报告回顾了

“十三五”时期发展

成就和2020年主要

工作， 并就2021年

下一阶段的工作及

“十四五”时期的奋

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进行安排。 记者获悉，“十三

五”期间，天河区经济实力

不断跃升，地区生产总值跨

越2个千亿级台阶， 从2015

年 的 3432.8 亿 元 增 长 至

5312.8 亿元，连续14年全市

第一。

进入“十四五”时期，报

告提出， 今后5年天河区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到

2025年， 地区生产总值达

7000亿元， 年均增长6%左

右。 打造国家中心城市核心

功能枢纽、现代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先锋、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展示窗口、现代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样板示范，城区

发展能级、综合实力、环境

品质实现大提升，争创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典范。

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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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区空气质量改善度全市第一

去年达标天数325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

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

3月2

日，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

局越秀分局获悉，2020年，

越秀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全市排名第7， 同比上升3

名，空气质量改

善度全市排名

第一。

据 了 解 ，

2020年，越秀区

环境空气达标

天数比例达88.8%， 同比提

高11.3个百分点， 达标天数

325天 ， 同比增加 42天 ；

PM2.5浓度为22微克/立方

米，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同

比下降26.7%， 降幅全市排

名第一，首次达到世卫组织

第二阶段目标

（

25

微克

/

立

方米）

。

据介绍，越秀区专门组

建臭氧污染控制攻坚专班，

围绕国控点周边1~3公里范

围内， 5个攻坚队伍每天分

片区、 全覆盖深入开展污

染源排查工作， 加强对餐

饮业、 工地、 加油站、 汽

修等行业日常监管。 同时，

创新大气污染防治手段，

使用2架无人机对国控点周

边的大型工地扬尘污染防

治情况进行非现场随机航

拍巡查。

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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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开建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厂

投资85亿助力“碳中和”

27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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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区推进今年十项民生实事

新增学位12700个

信息时报讯 （记者张玉

琴 通讯员 范敏玲 孙旭东

肖昆华）

昨日， 广州市黄埔

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九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后胜利闭幕。 大会选举

马劲轲、黄建

强为黄埔区

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选举

杨铭为黄埔

区人民法院院长。

2021年黄埔区重点推

进的十项民生实事涵盖教

育、医疗、就业、交通等方

面，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分别为：新增学位12700个；

新增医疗床位600个， 完成

南岗街、鱼珠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实现17个街镇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

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配备

1600名专业保安人员； 投

入4亿元扶持就业创业； 建

成碧道38.5公里、 绿道5公

里， 新增3个“口袋公园”；

新增复建安置房75万平方

米； 完成华峰路、 康耀一

横路建设和云埔工业区元

岗一路、 二路、 三路改造；

建成开放广州海事博物馆，

新增5个文化馆、 图书馆分

馆； 完成300户老旧小区供

水设施改造。

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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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区教育将围绕“一区一谷一圈”

大力实施“五心工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

晓 素 通 讯 员 李 惠 影 ）

近

日，海珠区教育局公布2021

年十项重点工作。 其中提

到： 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扩

大普惠性幼儿园学位供给，

实施中小学扩

班工程， 增加

更多优质学位

供给， 加快南

武中学附属初

中等一批学校建设。

据悉，南武中学附属初

中

（暂定名 ）

位于海珠区纺

织路1号中海名都南侧，总

建筑面积33895平方米，目

前仍在建设中，计划于2022

年完工。

海珠区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也表示：“十四五”期

间，海珠教育将围绕“一区

一谷一圈”，大力实施“五心

工程”

（安心工程 、 放心工

程、信心工程、舒心工程、同

心工程）

， 进一步办好人民

群众满意、区域发展需要的

高质量海珠教育。 将结合城

市更新改造，同步启动中小

学、 幼儿园教学楼重建、校

园基础设施提升、教育设备

完善项目。 优化教育资源布

局，加快华师附中海珠双语

学校、南武中学附属初中等

学校建设。

887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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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都区中轴线安置区3月25日起交房

4887安置房将分批收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喻

先晶）

3月25日至4月7日，花

都区花城街将在中轴线石

岗新村安置区

（感恩苑 ）

物

业处举办花都中轴线安置

区石岗新村交房活动仪式，

并安排安置户

办理安置房收

房手续。

据介绍，

本 次 交 付 的

安 置 房 为 中

轴线石岗村拆迁安置户在

摇珠分房活动中所摇取出

来的

（合 计

4887

套 ）

， 已

取得 《广州市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

合验收意见书》 和竣工验

收备案， 并符合房屋使用

标准。 安置房分别位于中

轴线石岗新村安置区一期

北区感恩苑、 南区团结苑

及二期正能量苑， 分为140

平方米、 110平方米、 85平

方米、 65平方米共四种面

积户型。

花城街提醒安置户按

照2019年花都中轴线安置

区石岗新村摇珠分房活动

中选房顺序号对应时间，分

批前来办理。 每天办理时间

为9:00~17:00， 届时花城街

将安排相应职能部门为安

置户办理收房手续。 如有疑

问 ， 可打咨询热线 020 -

37760872。

信息时报讯 （记者张玉

琴 通讯员 范敏玲 黄嘉庆 ）

3月2日， 世界500强企业现

代汽车集团全球首个海外

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和销

售基地项目在广州开发区

动工。

该项 目 占 地

20.7万平方米，预

计 2022年下半年

正式竣工，整个项

目预计到2030年总

投资将达到85亿元人民币，

规划年产6500套氢燃料电

池系统，并将视中国市场和

政策需求适时扩大生产供

应能力。

据悉，该项目是现代汽

车集团在全球建立的首个

海外氢燃料电池生产基地

及销售法人，也是中国首家

大型氢燃料电池系统专用

工厂。 现代汽车将以此为起

点，助力中国氢能产业快速

发展，带头践行全球“碳中

和”。

随着现代汽车氢燃料

电池系统项目这一龙头项

目的落户， 预计到2025年，

全区行业产值可望突破200

亿元， 2030年行业产值目

标将突破1000亿元， 建成

国际一流的氢能产业集聚

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