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0日 / 星期二
要闻编辑部主编 / 责编杨逸芸 / 美编 张江 / 校对 姚毅

114转羊城晚报报料 或 87776887报料热线

A13

深读深读
广州广州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
报道：广州评定特色风貌林荫
路将有据可依。近日，广州市
林业和园林局起草了《广州市
特色风貌林荫路认定和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公
众意见，其中提到，特色风貌林
荫路应栽种具有地域特色的乡
土树种或长势优良的高大乔
木，具备冠大荫浓、景观优美等
标准，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特色
风貌林荫路的保护管理，原则
上不得迁移、砍伐特色风貌林
荫路树木。

特色风貌林荫路
申报指标有哪些？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特
色风貌林荫路是指具有岭南
特色，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
值、记载着城市某一时期道路
绿化建设，或与周边具有文化
内涵的环境融为一体、绿化覆
盖率高、整体景观宜人的道
路。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
选取本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
或社会公众推荐的道路，委托
专业技术部门现场采集数据

后进行申报，经专家评审、公
示后进行认定。

什么样的道路可以申报特
色风貌林荫路？《征求意见稿》
提到，约束指标包括，行道树树
种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树种
或经多年栽培已适应且长势优
良的高大乔木；树木种植间距
合理，树木规格基本一致；人行
道、非机动车道的绿化覆盖率
达 90%以上，人行道宽度原则
上不小于 3 米；四车道（含）以
下的机动车道绿化覆盖率应达
50%以上；四车道以上的机动
车道绿化覆盖率应达 30%以
上，或者应具有 4 排（含）以上
且胸径大于20厘米的行道树；
道路应是一条完整路段，原则
上长度不小于500米。

此外，相关的软性指标还
包括，路段树木树况健康良好，
树干挺直自然、冠形完整、主侧
枝分布均匀，冠大荫浓、景观优
美，无死株、缺株，树木修剪规
范科学，同一路段、同一树种分
枝点高度和下缘线高度基本一
致，无截干、枯枝、断枝、生长
不良枝及切割树根等现象，树
洞、创面处理规范，基本无明显
有害生物危害。

《征求意见稿》还对路段树
木的设施管理、景观效果提出
要求，如树木树穴铺装、盖板透
气透水、完好无损，采用透水透
气性的人行道铺装，行道树整
体景观、分车带绿化、路侧绿化
景观良好，与周边环境协调，与
公共设施、周边建筑之间保持
安全距离，人行道铺装简洁、平
整、无破损。

如何监督管理特
色风貌林荫路？

对特色风貌林荫路的监督
管理尤其重要，《征求意见稿》
提出，政府投资建设的特色风
貌林荫路，由市、区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定程序确定的单位
负责管理，单位、居住区等范围
特色风貌林荫路由负有管理责
任的单位、集体或个人管理，并
接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检查和指导。

根据要求，管理责任单位
应委托专业绿化队伍养护，按
绿化一级养护标准落实管理资
金,并按照《园林绿地养护管理
技术规范》《广州市城市道路绿
化养护等级标准》等规定的一

级养护标准实施养护管理，确
保树木生长繁茂，景观和绿荫
效果良好。

为加强对特色风貌林荫路
的保护管理，广州将建立特色
风貌林荫路电子档案，建立健
全特色风貌林荫路巡查机制，
实行树木管养存在问题的发
现、整改、销账等闭环管理。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对特色风
貌林荫路不定期进行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通知管理责任单
位，若 3 次整改后仍未达到要
求的，则撤销特色风貌林荫路
称号并予通报。

《征求意见稿》中强调，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剪特
色风貌林荫路树木，确因保证
树木正常生长或排除安全隐患
需要修剪树木，应制定详实修
剪方案，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审批后，按有关树木修剪技
术规范修剪。原则上不得迁
移、砍伐特色风貌林荫路树木，
确因城乡建设或城乡基础设施
维护、树木枯萎死亡等原因，需
要迁移、砍伐特色风貌林荫路
树木，应按《广州市绿化条例》
等相关规定，报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报
道:为规范广州市古树名木迁移
管理工作，提高古树名木的保护
和管理质量，近日，广州市林业
和园林局起草《广州市古树名木
迁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
拟规定迁移符合规定情形的树
木时要向社会公示，并听取公众
的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十五
日。

《征求意见稿》共十一条，主
要对申请迁移古树名木的条件、
申请材料、审批程序以及古树名
木迁移后的保护管理措施等方
面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明确
了申请迁移古树名木的条件，规
定“城乡建设在规划编制和选址
时，应当采取措施避让古树名
木”“确因重大公益性市政建设
无法避让古树名木的”才能申请
迁移古树名木，工程建设单位应
在工程项目施工前提出迁移申
请。

《征求意见稿》提到，迁移古
树名木的申请先向区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区绿化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意见后再报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审核。涉及市管绿
地、市属公园（林场）等的古树名
木，可直接向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申请。

相比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在2020年 3月 6日印发的《广州
市古树名木迁移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的文件属性由部门规
范性文件调整为政府规范性文
件，增加了征求公众意见环节。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区绿
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申请人报
送的资料后，应当组织对古树名
木的迁移及保护技术方案进行
专家论证，并向社会公示，听取
公众的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十五日。

为限制迁移古树名木并保障
古树名木在迁移中和迁移后得到
有效养护，《征求意见稿》参照北
京、上海、南京等地对迁移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古
树名木迁移和后续五年的养护费
用应由建设单位承担，并委托具
备树木迁移及养护工程专业条件
的绿化养护单位进行。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
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第一
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
名单 ( 自 动 驾 驶 和 智 能 航 运 方
向)，广州城市出行服务自动驾
驶先导应用试点（以下简称“试
点项目”）成功入选。目前，广州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总里程已逾
600万公里，测试道路开放范围
覆盖6个行政区域。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开的信息，
试点项目由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牵头，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广州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羊城通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出
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
企业参与。试点主题为在广州市
海珠区、黄埔区和人工智能与数字
经济试验区，开展自动驾驶城市出
行服务试点应用。

试 点 项 目 的 实 施 时 间 为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12 月。
试点内容为在广州塔环线、生物
岛环线等，投入 50 辆自动驾驶

巴士，累计运行里程不少于150
万公里，服务不少于 100 万人
次；在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试验区，投入210辆自动驾驶乘
用车，累计提供出行服务不少于
30万人次，运行里程不少于400
万公里，运行时长不少于 20 万
小时。试点预期成果为形成试
点工作总结报告，围绕自动驾驶
城市出行服务场景，编制技术指
南或标准规范不少于2项等。

记者了解到，广州市智能网
联汽车道路测试已步入新阶
段。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广
州市发布开放测试道路202条，
双向里程 789 公里，覆盖白云、
海珠、番禺、黄埔、花都、南沙 6
个行政区域。2022 年上半年，
广州新增测试车辆 59 台，升级
载客测试 36 台，升级道路测试
46台，升级远程测试 3台，自动
驾驶里程约207万公里，广州自
动驾驶道路测试总里程已逾
600万公里。

交通部首批智能交通先导应用试点项目公布

广州自动驾驶
应用试点入选

羊 城 晚 报 讯 记 者 徐 振
天，通讯员陈虎辉、蔡楚杰、朱
禹报道：近日，广州地铁通报
了 10 条在建轨道交通新线的
最新建设进展，其中有 7 条线

路进度过半，七号线二期和十
一号线的土建工程进度均已
超八成。

截至2022年8月底，各线路
的详细施工进度如下：

广州10条在建地铁
进度刷新

羊城晚报讯 记者符畅报
道：16 日，“传承红色基因强国
复兴有我”暨羊城晚报红色少
年团探营烈士陵园启动仪式在
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广场举
行。现场，广州市银河烈士陵
园管理处联合羊城晚报报业集
团组建红色研学少年团，探营
银河烈士陵园，开展红色研学
活动，引导青少年以“第一视
角”讲好广州红色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

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作为
广东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
护单位，园内蕴藏着丰富的红
色资源和丰厚的红色文化底
蕴。陵园管理处党总支书记黄
瑞权介绍，为引导学生以“第一
视角”讲好广州红色故事，广州
市银河烈士陵园管理处联合羊
城晚报报业集团，以烈士纪念
馆、烈士纪念碑、521 名烈士事
迹为依托，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包括进行“举办一次开班启动
仪式”“组建一支红色研学团”

“组织策划三次青少年进陵园
学习英雄事迹”“开展公开征集
手抄报活动”等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让青少

年能沉浸式参观烈士纪念馆、
身临其境聆听红色故事、实地
向烈士敬献鲜花、创作式绘制
英雄故事手抄报，从中汲取丰
富的红色养分和强大的精神
能量，激励青少年在实践体验
中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
色文化，争做红色传人。”黄瑞
权在启动仪式致辞中说。

活动邀请广州市银河烈士
陵园管理处结对学校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长征小学的数十名
师生代表参加，现场举行了羊
城晚报红色研学少年团组建授
旗仪式，学生们倾情合唱歌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
到墓区向烈士敬献鲜花。随
后，学生们开启第一场探营活
动，参观烈士纪念馆，大家带着

“红色密钥”游戏卡，通过认真
倾 听 讲 解 员 的 介 绍 ，寻 找 答
案。此外现场还举行了手抄报
创作技巧培训课。

“长征小学历来重视对学
生进行红色长征文化的教育，
包括每年清明节组织学生拜祭
烈士、在校园内建设长征墙、举
行‘延安颂’诗歌朗诵活动等，
旨在让革命先烈精神薪火相

传，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都能
时刻受到优良革命传统的洗
礼。”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长征
小学校长刘刚说，此次红色研
学活动走进广州市银河烈士陵
园，能够让孩子们更深入地了
解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
故事，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

就读于该校五年级（1）班
的张语晗在参观完烈士纪念馆

后，深有感触地说：“烈士们很
勇敢、很伟大，为了保护祖国，
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样
在该班就读的杨程表示，烈士
精神将时刻鼓舞他，今后不论
做任何事、遇到任何困难，都会
想起烈士的故事。“在战争年
代，他们受尽敌人的折磨，依旧
誓死不屈。相比之下，我自己
的困难不值一提。”他说。

另外，“讲好英雄故事”主

题手抄报征集活动也在当天同
步推出，以手抄报为载体，通过
青少年的“第一视角”来讲述广
州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鼓励
新时代青少年赓续革命先烈精
神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
行。据悉，后续两场探营活动
将在 10 月、11 月进行，探营及
征集活动请关注“羊城活动派”

“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公众号
获取更多资讯。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76%。4
座车站中，3座已封顶，剩余1座进
行土建施工；4个区间中，3个已贯

通，剩余1个和出入场线进行土建
施工。广州新城停车场进行土建
施工。轨道工程正在进行施工。

三号线东延段（番禺广场-海傍）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72%。
全线 6座车站中，4座车站已封
顶并开始机电施工，其余2座进

行土建施工；6个区间中，2个已
贯通，4个进行土建施工；出入段
线和双岗停车场进行土建施工。

五号线东延段（文冲-黄埔客运港）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81%。
11座车站中，6座已封顶并开始
机电施工，5 座进行土建施工；

11 个区间中，9 个已贯通，2 个
及出入段线进行土建施工。姬
堂停车场进行土建施工。

七号线二期（大学城南-水西北）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52%。
14 座车站中，5 座已封顶，8 座
进行土建施工，剩余 1 座进行
前期准备；14 个区间中，3 个

已贯通，6 个及出入段线进行
土 建 施 工 ，其 余 进 行 前 期 准
备。广钢新城车辆段进行土
建施工。

十号线（西塱-石牌桥）

全 线 土 建 工 程 累 计 完 成
84%。32 座车站中，2 座已开
通，14座已封顶，15座正在进行
土建施工，剩余1座在进行前期
准备；32 个区间中，1 个已建成

开通，18个已贯通，12个进行土
建施工，剩余1个进行施工前准
备。赤沙车辆段和出入段线进
行土建施工。3 座车站开始车
站装修和机电安装施工。

十一号线（火车站-琶洲-火车站）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50%。
25 座车站中，9 座主体结构封
顶，15 座正在进行土建施工，1
座进行前期准备；24个区间中，
5 个区间贯通，11 个区间进行

土建施工，其余 8 个进行施工
前准备。槎头车辆段及出入段
线、大学城南停车场及出入场
线进行土建施工。轨道工程正
在施工。

十二号线（浔峰岗-大学城南）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54%。
23座车站中，7座已封顶，15座
进行土建施工，1座车站进行前
期准备；23 个区间中，6 个区间

及凰岗停车场出入场线已贯通，
17个进行土建施工。鱼珠停车
场、凰岗停车场及盖体进行土建
施工。

十三号线二期（朝阳-鱼珠）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38%。8
座车站中，4座主体结构封顶，2
座进行土建施工，剩余2座进行

前期准备；8个区间中，3个已贯
通，4个进行土建施工，剩余1个
进行前期准备。

十四号线二期（嘉禾望岗-广州火车站）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14%。广州东至冼村区间进行土建施工。

十八号线后通段（冼村-广州东站）

土建工程累计完成24%。4
座车站正在进行土建施工；4个

区间中，1 个进行土建施工，其
余3个进行前期准备。

二十二号线后通段（陈头岗-芳村）

上述两份《征求意
见稿》，公众反映意见
的具体途径如下：

邮寄地址：
广州市环市东路

348 号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局绿化处（邮政编
码：510060）；

联系电话:
020-83766096

电子邮箱：
gzlyyllhc@gz.gov.cn

在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局官网“政民互
动”征求意见栏填写。

广州起草古树名木迁移管理办法

新增征求公众意见环节

广州评定特色风貌林荫路将有规可依
认定和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

链 接

学生探营烈士纪念馆学生探营烈士纪念馆
讲好广州红色故事讲好广州红色故事

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管理处联合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组建红色研学少年团：

参天的古树见证这个城市的历史参天的古树见证这个城市的历史，，也为这个城市的居民提供绿荫的庇护也为这个城市的居民提供绿荫的庇护 越秀公园供图越秀公园供图

南沙开展自动驾驶示范运营南沙开展自动驾驶示范运营 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活动照片活动照片 主办方供图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