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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西横路人行天桥开通啦

全长64米，设有无障碍电梯，原过街通道将封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冠柽）

沿广

州大道中向南， 在距离原白云区人民

医院天桥几百米处的位置， 崭新的林

和西横路人行天桥已建成。 该桥横跨

广州大道，连接林和、沙河两地。 记者

走访看到，目前该天桥已开放投用。

林和西横路人行天桥位于林和西

横路与广州大道中交叉口，连接林和、

沙河两地。 天桥周边有广东艺术剧院、

广州体育学院、 天河区职业高级中学

以及原白云区人民医院， 还有多个住

宅小区，人车汇聚，交通繁忙。 每到早

晚高峰时期，广州大道中还会出现拥堵

现象。

“沿线短短一段路就有几个路口，

交通很不顺畅。 尤其是早晚高峰，路上

人车混行，拥堵不说，还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 ”家住林和西横路附近的罗先生

表示，希望天桥开通后人车混行情况有

所改善。 林和西横路人行天桥全长64

米，去年4月开始围蔽施工，目前已经投

入使用。 据了解，天桥开通后，原行人

过街通道将封闭并清除地面斑马线。天

桥设有无障碍电梯以及方便“推车”的

斜坡，方便街坊出行。

该天桥为广州大道快捷化系统改

造工程项目二期人行过街设施工程的

其中一个。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广州大

道北段，路线呈南北走向，南起天河路，

北至沙太北路路口。整个项目可为广州

大道新增人行天桥15座，减少18个路面

信号灯，在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的同时方

便周边居民的出行。

广深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

异地刷码乘车需提前升级至地铁App最新版本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冠柽 通讯员

黄司平 肖兆鹏 ）

继与北京、 上海、天

津、重庆实现地铁乘车码互联互通后，

从2021年12月16日起，广州与深圳市民

用一个App即可在广深两地跨城刷码

乘坐地铁。

据介绍， 此次广州深圳地铁乘车

二维码互联互通范围涵盖包括广州地

铁、 深圳地铁运营的城市地铁线路和

车站， 暂不包含广州有轨电车海珠环

岛线、黄埔有轨电车1号线、广清城际铁

路花都站至清城站段、 广州东环城际

铁路花都站至白云机场北站段以及深

圳龙华有轨电车。

记者了解到， 乘客使用广州地铁

App或深圳地铁App， 均可在广深两地

跨城地铁刷码乘车。 如异地刷码乘车，

只需将广州地铁App升级至5.8.0或深

圳地铁App升级至3.2.2即可，跨城出行

更便捷。

广州市民使用广州地铁App搭乘

深圳地铁时， 需切换至深圳地铁乘车

页， 按照指引开通乘车码功能即可刷

码搭乘深圳地铁。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跨城刷码的支付渠道仅限微信支付。

据悉， 广州地铁和深圳地铁运用

互联网技术携手推动城市地铁融合发

展及票务共享， 让两地市民有了一张

地铁“通票”，不仅方便市民跨城交通

绿色出行， 也有利于大湾区城市间的

合作联动及协同发展， 为粤港澳大湾

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起到积极的示范

作用。 未来广州地铁将继续推动与其

他区域地铁二维码的互联互通工作，为

市民跨城出行带来更便捷的乘车体验。

广州东将开行直达温州动车

用时8小时36分，为两地市民增加快捷出行方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冠柽）

2021

年12月20日，浙江温州发布消息称，在

2022年1月10日铁路调图后，温州（南）

将首次开通至广州（

东

）动车。

新开通的温州往返广州动车，经

由广深、京港高铁、杭深线运行。 其中，

温州南-广州东为动车D2431/0次。 从

温州南始发后，途经苍南、福州南、莆

田、泉州、晋江、厦门北、陆丰、汕尾、惠

州南、深圳北、光明城、东莞南、东莞，

终到广州东， 用时8小时8分钟。 广州

东-温州南为动车D2429/32次。从广州

东始发后，途经东莞、东莞南、深圳北、

惠州南、

鲘

门、陆丰、潮阳、潮汕、云霄、

漳浦、漳州、厦门北、晋江、泉州、莆田、

福州南、宁德、苍南、瑞安，终到温州

南，用时8小时36分钟。

“以往从广州出差至温州没有高

铁，没有太多的选择，飞机是主要的交

通工具。 ”市民朱小姐说。目前，温州与

广州之间开行“K”字头列车，从广州乘

坐K326次列车前往温州耗时近24小

时。 在新的动车线路开通后，两地通行

时间大幅压缩。

记者从广州温州商会公开数据了

解到，目前，在粤港澳等地生活居住的

温州人有30多万人，分别从事贸易、投

资、电商、皮革皮具、化妆品、鞋服、印

刷包装等行业。 其中，在广州的温州人

有近20万人。 温州与广州两地开通直

达动车后， 可为乘客增加新的快捷出

行方式。

温州南

-

广州东

车次：

动车 D2431/0 次

站点：

温州南、苍南、福州南、

莆田、泉州、晋江、厦门北、陆丰、汕

尾、惠州南、深圳北、光明城、东莞

南、东莞，终到广州东

用时：

8小时 8分钟

广州东

-

温州南

车次：

动车 D2429/32 次

站点：

广州东、东莞、东莞南、

深圳北、惠州南、

鲘

门、陆丰、潮阳、

潮汕、云霄、漳浦、漳州、厦门北、晋

江、泉州、莆田、福州南、宁德、苍

南、瑞安，终到温州南

用时：

8小时 36分钟

列车信息

广深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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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罗冲围客运站

其他客运站

预售时间：

从1月6日起，可

购买至1月31日

（除夕）

所有汽车

票，预售期26天。

热门线路

省内线路 ：

汕尾、 海丰、陆

丰、饶平、潮阳、河源、梅州、五

华、清远、翁源、新兴、江门、肇

庆、惠州等地区方向班车线路。

省际线路 ：

福建、 海南、湖

北、湖南等。

广州各大客运站

相继开售春运票

旅客可通过各客运站微信公

众号等渠道提前购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思雨 通讯

员 郑海涛 梁准 温小林 卢小敏 陈妙

玉 宋伟岸 ）

2022年春节假期即将来

临，记者获悉，广州公交集团省站、罗

冲围站、天河客运站、芳村客运站、滘

口汽车站、海珠客运站、夏茅招呼站、

广州南汽车站等陆续开启节前车票

预售，旅客可通过各客运站微信公众

号、现场售票窗等渠道购客票。

预售时间 ：

1月5日起预售春

运节前客票，预售期25天。

省站省内班线：

覆盖珠三角

地区、粤东地区、粤西地区、粤北

地区。

省站省外班线：

覆盖湖南省、

湖北省、江西省等。

购票方式：

微信公众号“广东

省汽车客运站”或“粤省行”定制

客运平台。

热门线路：

清远、 清新、源

潭、连州、阳山等地区。

购票方式

1. 罗冲围站人工售票窗或

自助售票机现场购票；

2.微信小程序搜索“罗客微

e 票”，或通过“广州罗冲围客运

站”官方微信线上购票。

芳村客运站、滘口汽车站、海

珠客运站、 夏茅招呼站已全面开

售2022年春运车票， 客流高峰期

为1月26日~30日。

广州南汽车站已开启春运车

票预售， 省际及路程较远的市际

班次

（潮阳、徐闻、新兴）

提前15天

售票，距离较近的市际班次

（珠三

角地区、河源、清远等）

提前5天售

票。

美景中心招呼站、 华林国际

招呼站、 龙溪大道招呼站春运客

票已开售。

广州公交集团省站

罗冲围客运站、广园客运站

天河客运站

广州大道中交通繁忙。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摄 林和西横路人行天桥。 信息时报记者 黄冠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