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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ｈ ｋｅｙ ｚｏｎｅｓ ａｓ Ｎａｎｓｈ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 ｒｏａ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ｓｐｅｅｄ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ｙｕａｎ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Ｄａｑ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ａｏｍｉｎｇ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ｑｉｎｇ－

积极服务“三心中一体系”建设。２０１５ 年，围绕增强南沙自贸区、空港经济区等重点区域的交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Ｇａｏｍｉｎｇ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ｏｐｅ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ｓ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ｄ．

通支撑功能，促进广州与周边城市路网互联互通，全年重点加快推进广清扩建、大广、广明等 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ａｌｓｏ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ｎｓｈ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个在建项目建设，已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并如期实现大广高速粤境段、广明高速通车。组织开通

ｓｐｅｅｄ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了南沙自贸区客运快线，加快推进机场第二高速、广佛肇高速公路广州段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广州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Ｆｏｓｈａｎ－Ｚｈａｏｑｉｎｇ Ｈｉｇｈｗａｙ．

围绕打通脉络，交通系统进一步升级。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ｈｅ

着力推进交通民生实事落实。全年优化调整及新开 ７２ 条公交线路，新增 ５０ 公里公交专用道，推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７２ ｂｕｓ ｒｏｕｔｅｓ， ａｄｄｅｄ ５０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ｂｕｓ ｌａｎｅｓ，

广应用清洁能源公交车 １５１１ 台，圆满完成年度民生实事交通方面工作任务。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５１１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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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

LIGHT RAIL

广州地铁线网运营总里程达到 266 公里。全年安全运送乘客 24
亿人次，日均客运量 659 万人次，日最高客运量达 879 万人次。
在年度世界地铁协会（CoMET）32 家地铁同行 KPI 业绩表现中，
广州地铁的运营安全表现排名第一、行车服务可靠性排名第三、
运能利用率排名第四。
The total mileage of the city’s subway network reached 266
kilometers, transporting a total of 2.4 billion person-times of
passengers safely in 2015, with the average daily passenger transport
of 6.59 million person-times and the peak daily passenger transport
of 8.79 million person-times. During the rankings on the KPI
performances of 32 metro companies at the annual CoMet session,
Guangzhou Metro also ranked as No.1 for operation safety, No.3 for
transportation service reliability and No.4 for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ransport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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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ｔｓ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Ｔｏｗｎｓ， Ｏｌ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ａｎｄ Ｏｌ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３３６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ｎｅｗ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３，６９７ ｈｅｃｔａｒｅｓ，

城乡新貌 New Outlook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URBAN PLANNING

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ｌａｗ－ｒｕｌ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城市规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ｃｌｅａｎ， ｔｉｄｙ，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ｕｒｂ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３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年，广州围绕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及国家创新中心城市，
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组织编制“十三五”规划，优
化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加快推进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新区片区、空港经济区、以广州开发区
为核心的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等重点载体和平台建设，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
国际影响力。全年共完成 １９４ 项城乡规划编制项目，２０８６２ 宗、５８８．９６ 平方公里地块纳入“三旧”改
造标图，全市纳入统计范围的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共 ３３６ 个、３６９７ 公顷。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ｄ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ｎｓｈａ Ｎｅｗ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ｔｈｅ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ａｚｈｏｕ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Ｚｏｎ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 ２０１５ 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Ｉｎ

划大会在广州开幕，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视频致辞，对近年来广州在城市建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ｉｎｇ ｏｆ ａ ｔｏｔａｌ

设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与显著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期待联合国人居署与广州将来有

ｏｆ １９４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ｗｈｉｌｅ ２０，８６２

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５８８．９６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４２

GUANGZHOU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１０ｔｈ）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２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ａｎ
Ｃｌｏ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ｉｄｅｏ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ｒ． Ｃｌｏ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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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COUNTRYSIDE
美丽乡村

２０１５ 年，广州着力推动美丽乡村建

Ｉｎ ２０１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设，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社会主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ｆｉ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义新农村。全年全市共创建第三批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４７ 条村为市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圆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４７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满完成三批名镇名村创建。至此，全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ｏｕｓ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市共完成三批 ６ 个名镇 ８６ 条名村的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Ｕｐ ｕｎｔｉｌ ｎｏｗ，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ａｓ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６ ｆａｍｏｕｓ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８６

创建任务，全市 ５ 个中心镇被选为最

ｆａｍｏｕ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３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 ５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ｗ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新一批全国重点镇。

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ｔｏｗｎｓ．

积极创建省级新农村示范片，促进我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ｐａｒｅｄ ｎｏ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市观光休闲农业发展。全年有 ３ 个村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ａｇｒ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被确定为第二批省级新农村示范片。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创建市级观光休闲农业示范村（示范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４８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ａｇｒ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园）４８ 个，特色农庄 １１ 个；省级休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ｇａｒｄｅｎｓ）， １１ ｆａ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ｌａｖｏｒｓ， ７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示范点）

ａｇｒ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ｎ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７ 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ａｇｒ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范县（示范点）２ 个。新农村的造血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ｔ

功能进一步加强。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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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ZATION
信息建设

２０１５ 年，广州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食品药品监管等重要民生领域的信息化应用蓬勃发
展，城市管理、公共安全、交通运输、环境治理、社区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大量涌现。
截止 ２０１５ 年底，全市共有 ９５ 家单位接入市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市区两级政府全覆盖，
建立信息资源主题 １５７１ 个，日均交换数据 ３９０ 万条。
全 市 新 增 光 纤 入 户 数 １３７．５ 万 户， 新 建 ３Ｇ 基 站 ２２４２ 座、４Ｇ 基 站 ２１５２６ 座， 新 增
ＷＬＡＮ３６１ 个、ＡＰ 接入点 ６９５４ 个 ４７ 条试点村 １００％ 实现“通讯光网化”。超级计算机“天
河二号”连续六次蝉联全球 ＴＯＰ５００ 冠军。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ｓ ｋｅｙ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ａｗ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ｔｃ．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５，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５ ｌｏｃ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ａｌｓ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１，５７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３．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ｉｅ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ｓａｗ １．３７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ｎｅｗ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ｕｓｅｒｓ， ２，２４２ ｎｅｗ ３Ｇ ｂａ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５２６
ｎｅｗ ４Ｇ ｂａ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１ ｎｅｗ ＷＬＡＮｓ ａｎｄ ６，９５４ ＡＰ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ｈｉｌｅ １００％ ｏｆ ｔｈｅ ４７ ｐｉｌｏ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ｉａｎｈｅ－２”
ｉｓ ｒａｎｋｅｄ ａｓ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ａｓｔｅｓｔ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５００ ｌｉ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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