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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
员穗外宣报道： 记者 9 月 10 日
从广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获悉，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经广
州市政府和广州警备区批准，广
州市定于 9 月 21 日（星期六 ）上
午， 组织全市防空警报试鸣暨

“羊城天盾 -2019”城市人民防空
演习。

今年演习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各级各单位人防基本指挥所、
机动指挥所和应急指挥中心,开展
行动筹划和组织指挥演练；在部分
社区、机关、企业、学校,开展人口

紧急疏散掩蔽演练；在珠江出海口
海域,组织海防管控演练；在越秀
区预定地域,组织人防专业队伍集
结点验；在南沙区东涌镇石基村北
二街附近地域,组织重要经济目标
防护和抢救抢修行动演练。

9 月 21 日 10 时 40 分至 11

时 00 分， 广州全市范围内将进
行防空警报试鸣。 其中：10 时 40
分至 10 时 43 分，发放预先警报，
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
间为 3 分钟；10 时 50 分至 10 时
53 分，发放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时间为 3 分钟；

10 时 57 分至 11 时 00 分，发放
解除警报，连续鸣响 3 分钟。

在演习前一天， 即 9 月 20
日， 广州还将首次在全市 1542
所中小学 （含中职学校 ）、约 166
万师生中开展人防宣传教育和疏
散掩蔽演练。

下周六举行防空演习@ 广州市民 20 日，全市中小学约 166 万师生将首
次进行人防宣传教育和疏散掩蔽演练

得知失散两年多的父亲
被找到时，9 日下午 4 时，敖
福有和弟弟等人从老家出
发，连夜驱车赶往广州，接父
亲回家。

10 日上午 11 时 25 分，
经过近 20 个小时的车程，敖
福有和弟弟终于见到了父亲。
在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敖大叔
红了眼眶说：“你们都来啦。 ”

“快三年没有见了，他瘦
了很多，也老了很多。 ”说起
父亲，敖福有忍不住哽咽。 他
告诉记者， 父亲今年 58 岁，
曾经读到小学六年级， 算是
村里面的“大学生”了，由于

家境不太好， 父亲压力有些
大，在走失前精神上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 ， 时常自言自语 。
2017 年 1 月， 父亲与母亲吵
了一架，并且打了母亲，母亲
便去了广西的姐姐家暂住，家
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父子见面后，敖福有跟父
亲进行了一些沟通。“他说自
己当时是在家被人开车带走
的，如果不上车就打他。 将他
带到湖南的一家砖厂工作，每
个月给他 100 块钱， 后来又
被人辗转送到广州。 ”敖福有
猜测父亲是被人骗走的，因为
父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走失

时身份证、银行卡都还在家。
事情发生后，敖福有和家

人便四处寻找父亲，也在当地
报了警，但一直音讯全无。 两
年多来，敖福有和弟弟一边打
工一边寻找父亲的下落。

10 日下午， 敖福有带着
父亲踏上了回家的征程，赶在
中秋节前回到家。“往年中秋
节总感觉家里空荡荡的，缺了
一个人，今年总算完整了。 ”敖
福有说。

敖福有对帮助找到他父
亲的志愿者及热心人士表示
感谢：“不幸中的万幸，我的父
亲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感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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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老人走失两年流浪羊城
广州好人路边偶遇助他团圆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豪

“快三年没有见了，
他瘦了很多， 也老了很
多。 ”说起父亲，敖福有
忍不住哽咽。两年前，他

的父亲敖德方从老家云南曲靖“意外”走失，与家人
失去联系，从此音讯全无。 幸好近日广州公益志愿者
发现了他，并很快联系上了他的家人。 9 月 10 日，敖
福有和弟弟从家出发， 驱车近 20 个小时来到广州，
终在中秋节前与失散两年多的父亲敖德方团圆。

9 月 10 日上午， 记者来
到广州尚丙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在外
漂泊两年多的敖德方，他似乎
刚理过发， 短寸头， 胡子也不
长，操着一口云南方言，与人交
流有些困难。不过，看上去状态
不错，脸上常挂着微笑。

广州尚丙辉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的负责人尚丙辉 ，曾
被评为“中国好人”，正是他
帮助敖大叔找到了家人。9 月
8 日晚 10 点钟左右， 他和志
愿者小李在去吃晚饭的路
上， 在距离志愿者工作站大

约 50 米的天桥处，看到了敖
大叔正躺着天桥底下倚卧着
睡觉， 周边全是臭气难闻的
垃圾桶。

于是， 尚丙辉和小李上
前沟通， 带敖大叔回志愿者
工作站洗澡并换上干净的衣
服。 由于方言问题，尚丙辉和
志愿者经过许久的耐心沟
通，并一个字一个字比对，才
基本了解到敖大叔的情况 。
当晚， 尚丙辉便发出寻人启
事， 利用公益资源广泛发动
传播，没想到，在寻人启事发
出不到 12 小时， 第二天一

早， 尚丙辉便接到了敖大叔
家人的电话， 仔细核实后确
是其家人。

然而， 第二天上午志愿
者们去天桥底找敖大叔时，
他却不见了。 随即，尚丙辉发
动志愿者在周边寻找， 街道
办、环卫工人、保安巡逻队等
等也随即加入寻找， 幸运的
是，2 个多小时后， 保安巡逻
队在一所小学门口找到了
他，此时他正在散步。 此后，
尚丙辉便把他带到志愿者工
作站，让志愿者守着他，不让
他再走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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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漂泊两年多的敖德方昨日与儿子团聚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 2018 年批
准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开展
省“三旧” 改造改革创新试点（2018
年至 2020 年），由此诞生了全国首个
区级“三旧”改造改革创新试点。 肩
负试点区政策体系创新和总结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的两大使命，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从改造模式多元的城市
更新实践中孕育出一批覆盖多种改
造模式的代表性改造项目。

在旧村改造方面 ， 以打造
2.0 升级版模式为目标，萝峰、
沙步、汤村等项目实施“软硬改

造”， 既改善居住条件，提
升公建配套，打造宜居生活

社区， 同时按现代化管
理规范完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 将改造后集体
物业纳入全区的主导产
业发展平台统一招商运
营， 打造区域经济与村

民集体经济收入可持续发展
的多赢局面。 又如丰乐北路

沿线“散乱污”整治及旧村改造
项目，通过建立区重点项目征拆
与“三旧”改造联动机制，半年时

间内收回 69 宗地块共 1020 亩，拆除
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关停搬迁
“散乱污” 企业 99 家， 清出低端经营
户 183 家，并推动了姬堂社区旧村改
造，启动了黄埔创新中心、湾区科创走

廊 1 号等产业孵化器的建设。
在旧厂改造方面， 注重打造新业

态， 从现有产业领域中衍生叠加出新
环节、新链条、新活力。 华南国际港航
服务中心打造成华南区域性的港航要
素聚集中心，黄埔仓打造成“电子商务
+ 港航服务” 的双平台产业基地并引
入一带一路欧亚商贸交流合作中心。

在村级工业园改造方面，确立既
要“面子”又要“里子”的目标。 鱼珠
智谷作为村级工业园区改造代表，
截至目前， 园区的改造和运营历时
五年，从改造前的“村民零收入、零
税收贡献，环境脏乱差”到改造后的

“贡献 GDP、贡献就业、贡献税收、形
成新业态、增加村民收入、提升村居
环境”，村民、园区、政府多方受益，
小小的村集体物业改造项目引发区
域发展的“蝶变效应”，仅 4 万平方
米的园区创造年产值 20 亿元，单位

“亩产”处于全省顶尖水平。
在历史文化街区微改造方面，实

现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保护有机结
合， 推动现代城区与传统乡愁相容
共生， 促进转型升级与历史记忆相
得益彰。 如大力推进长洲村、深井古
村微改造项目的实施建设，运用“绣
花功夫”、“针灸疗法”打通古村脉络
肌理，激活传统村落经济活力，为大
学城、生物岛高端人才提供创业、生
活、文娱、休闲载体。

文 / 梁怿韬 黄逸熹 黄于穗

城市更新审批进程更快推进， 严格
监管把控城市更新全流程，城市更新成
果因而更好为市民服务———9 月 10 日，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对外发布
《关于加快省“三旧”改造改革创新试点
工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城市更新
10 条”）。

作为全国首个区级“三旧” 改造改
革创新试点，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全面
总结高度城市化地区的改造科学规律，
直击城市更新的痛点、 堵点和难点，结
合多年来的探索经验，10 条最新举措应
运而生，这将进一步让城市更新与产业
转型有机结合， 全面激发老城市新活
力，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以高品位的城市发展促进高质量的经
济建设。

“城市更新 10 条”的不少创新
条款， 在有效接通省市城市更新政
策“最后一公里”，推动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方面也做出了有益探索。

不少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工程，
往往因各种原因不能一次性完成。
按照“城市更新 10 条 ”的“动态分
片”条款，城市更新项目可在实施方
案批复后，按“灵活分片、动态调整”
的原则， 优先将涉及重点拆违整治
和复建安置物业、公建配套设施、重
点产业项目建设的地块划入先行实
施片区，实现“签一片、拆一片、建一
片”。 此举既让拥护者更早享受更新
成果， 也让配建的重要公共基础设
施尽早落地， 还能有效配合拆违治
违等城市治理工作。

作为全市的产业引擎和创新枢
纽，为吸引人才落户，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将人才住房保障作为主要服

务手段。“城市更新 10 条”中的“模
式创新”条款，约定旧村改造项目实
施主体须按建新区用地面积的 5%
配建产业或人才用房， 交由政府指
定的机构按成本价回购， 或将对应
的用地交由政府统筹使用， 此举稳
定了未来一段时期该区的人才和新
兴产业的用房需求。

在“快”和“严”之间，“城市更新
10 条”的“计划管理”条款则有“稳”
的效果， 一改按年计划申报和编制
的方式， 提出按季度开展区城市更
新年度计划编报， 重点项目随时申
报， 有效破解改造项目准入门槛缺
失、 城市更新年度计划跟不上政府
重大决策等问题。 此外，首创城市更
新项目负面清单， 对改造条件不符
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国家产业指
导目录、 相关专项规划中的强制控
制要求的项目不予列入实施计划。

不止快一点，全国首个区级“三旧”改造改革创新试点已有多项“黄埔经验”

广州黄埔发布“城市更新10条”

提起城市更新， 不少市民会想
到定方案、表决、逐户签约、征拆和
建设等过程。 整个流程走下来时间
漫长， 一旦有某个环节被拖延，则
大大影响居民享受城市更新成果
的获得感。 浏览“城市更新 10 条”
可以发现，“快”， 是其中最突出特
点。

“城市更新 10 条”中有三大章
节名字与“快” 有关———“强化快
批”、“聚焦快拆”、“保障快建”。 通

过规划管控、计划管理、土地整合、
模式创新、拆迁前置、动态分片、容
缺审批、指标奖励等方式，实现城
市更新全流程提速。

“通过试行容缺并联审批，将
大大缩短审批时间。 ”广州开发区
城市更新局局长侯奔在解读“城市
更新 10 条”中的“流程再造”内容
时表示，传统的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审批流程，从方案获得批复到最终
取得施工许可证， 中间有 60 项行

政审批流程，需要 1 年半左右的时
间才能完成。“城市更新 10 条”实
施后，相关职能部门将其中耗时最
长的控规调整用地报批和工地手
续环节从串联流程中分离出来，与
更新实施方案同步审批，将原本的
60 项审批压缩至 3 项即可取得临
时施工许可和开工建设，其他审批
则通过承诺制或并联审批的方式
进行审批。 经优化，从方案批复到
获得施工许可，最快只需 3 个月。

“三快”，提升城市更新效率A

压缩审批流程、 加快进度，并
不意味着兼管上的“放任不管”。
“城市更新 10 条”除了“三快”，还
有“一严”———政府部门将持续加
强事中事后严格监管作为兜底保
障。条款中明确，将加强“资金与信
用、进度与效益、公配与产业”等重
要事项的全流程监管，由区城市更
新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与改造

主体签订监管协议，明确监管责任
和监管内容。 加强城市更新项目实
施过程中各职能部门和街镇的行
政效能监管，对重点部门和重点项
目进行驻点监察， 防范廉政风险，
实现“阳光监管”；对极少数被拆迁
人为谋求不当利益阻挠拆迁损害
大多数被拆迁人利益的行为，村集
体可制订符合实际的“村规民约”

对其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涉及违
法违纪的，村集体应及时移送线索
交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在制定‘严格监管’章节时，
我们特别注意到基层管理的重要
性。 ”侯奔表示，相比繁琐的法律手
段，“城市更新 10 条” 让村集体可
通过通俗易懂、方便操作的村规民
约辅助约束“钉子户”。

“一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B

C 多种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实现

D 全国首个，“黄埔经验”亮点多

隍线坑旧村改造项目航拍 资料图片

隰文冲城中村改造项目古
建筑文化广场 资料图片

隗文冲城中村改造项目 ，
图为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及安
置房 � 资料图片

制图/刘栩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尚天河文化季来了2019

来天河，品艺术。 充满活力与
魅力的尚天河文化季开启，一场场
文化盛宴即将来袭！ 10 日，记者从
2019·尚天河文化季新闻通气会上
获悉，2019·尚天河文化季从本月
起至明年 2 月在广州天河区举办。

尚天河文化季是天河区建设
城市时尚文化品牌项目的重要活
动，由中共天河区委、天河区人民
政府主办。 今年，尚天河文化季组
委会与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
部、中国科技馆、广州大剧院、广
州话剧艺术中心、 广东现代舞团
有限公司等 40 余家单位联手，共
同推出 22 场涵盖精品舞剧 、话
剧、音乐会、艺术展、文化沙龙、体
育嘉年华等多元化文化活动。

红色文化展活力
为展现天河区文化魅力与活

力，尚天河文化季组委会精挑细选
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我和
我的祖国———2019 南粤飞歌音乐
季”以音乐会形式，歌唱经典名家
名曲，庆祝国庆；“中国风景”摄影
群展第四回以“山水”为主题，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周一星剧
场为创意青年提供展示舞台，旨在
打造广州高质量原创 IP，第三季展
演作品包含岭南地区的非遗舞蹈
专场和广府原创音乐剧；“健康中
国行·嘉年华” 是大型国家级体育
文化活动，推行全民健身、科学健
身；10 月， 举办粤港澳龙舟文化交
流季、湾区龙舟文化论坛。

高科技视觉盛宴
值得注意的是，将于 10 月底

开启的 MOON� AND� BEYOND
月亮之上太空艺术大展·广州站
是一场身临其境的展览， 也是集
爱国主义与科技创新教育于一体
的多媒体艺术特展， 由国际顶尖

多媒体艺术团队和国内专业策展
团队共同谋划，综合展现中国航天
事业的飞速发展和强大，让观众在
充满艺术氛围的沉浸式体验下了
解航天，了解宇宙，了解未来。

国际元素齐聚
2019 第三届广州户外艺术节

将继续邀请国内外艺术家、 艺术
爱好者、 艺术团队在花城广场进
行常态化高品质艺术演出，让市民
群众能够在城市户外公共空间欣
赏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作品，进一
步提升天河城区文化艺术氛围及
艺术品质。 2019 年金红棉影展吸
收超 40 部国内外优秀纪录片，将
在活动期间亮相天河各大院线，除
此之外， 还举办 20 余场映后交流
活动，为国内外导演主创团队打造
一个良好交流平台，推动中国纪录
片发展。 2019 国际垂直马拉松赛
是天河区“一区一品”精品群众体
育赛事项目， 从 2014 年创立至
今， 已在国内 20 余座城市成功举
办了超过 70 场赛事， 发展成为国
内最早、最大、最专业、影响力最为
广泛的品牌赛事，今年总决赛再次
落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未来社文化生活节
“未来方城”———2019 未来社

文化生活节依托未来社空间特点
及资源， 由国际顶级建筑大师俞
挺亲自操刀，打造集艺术馆、游乐
园、文创商店、特色书店、露天电
影院、户外音乐厅、灯光集市、网
红垃圾站、 潮流运动场等功能于
一体的文化消费聚集地， 并举办
为期 30 天的艺术展览、 音乐节、
文化论坛、运动会、电影周、市集
系列活动， 进而满足天河年轻人
高品质夜间文化消费需求。

此外，SNH48 第六届年度金
曲大赏歌曲总决选演唱会今年仍
落地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