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管理单位交叉，国内不
少城市的铁路范围周边，特别是
铁路桥底范围，经常成为城市管
理盲区。 为解决这一难题，广州
城管部门和广铁集团携手尝试
创新管理模式。 羊城晚报记者
11 月 25 日获悉，广州已有两处
铁路桥底试行铁路和地方政府
部门合作的“双段长”管理模式。

试点“双段长”制度的两处
铁路桥底，分别为荔湾区海龙街
和中南街道京广贵广高铁桥底，
以及花都区狮岭京广高铁桥底。
两处高铁桥底和高铁周边空间，
此前均有违法建设案例；荔湾海
龙街和中南街高铁桥底，还因城
市管理不善，存有生活垃圾和建
筑垃圾。 通过广州城管在今年
11 月起针对全市 398 处涉铁路
范围违法建设的整治行动，困扰
两处高铁桥底和周边空间的违
建及市容环境问题， 分别已在
11 月 13 日和 11 月 22 日获得
整治。 为防止“死灰复燃”，广州
城管和广铁集团共同牵头，连同
两处高铁桥底周边的市政管理
部门试点“双段长”制度。在荔湾
区海龙街和中南街道京广贵广
高铁桥底，对高铁红线范围进行
围蔽；在花都区狮岭，对京广高
铁桥底， 待整治完成后计划铺设
绿道，设置健身设施、文化长廊及

宣传党建的阵地等。 通过签订协
议， 铁路管理部门和属地市政管
理部门， 将分别成为整治后高铁
桥底及周边空间的“双段长”。 按
照“双段长”管理制度，由路地双
方的“段长”进行日常管养，确保
整治效果、美化周边环境，也为当
地村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记者看到，通过对 398 处涉
及铁路范围及周边违法建设进
行整治，不少困扰铁路工务段多
年， 难以拆除的违建已被拆除。
在广铁集团和花都区城管局联
合对花都区狮岭镇的两处铁路
红线内违法建构筑物依法进行
拆除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些不太
理解的村民进行极力阻挠。 为
此，市城管局分管拆违的党组副
书记蓝小环立即带队赶赴现场，
协调区、镇政府，多次深入村社，
由村社党员干部带头，逐户上门
沟通，细心、耐心地向村民宣传
相关法律法规、解释违法建构筑
物对铁路运行带来的安全隐患，
最终令两处违法建设构筑物顺
利拆除。 广州城管称，将以本轮
涉及铁路范围违法建设整治行
动为契机，进一步探索涉及铁路
范围和周边的违建拆除后，相关
地块的公益利用难题。 既让违建
得到治理，也让精细化的城市管
理延伸到以往难以延伸的地方。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豪、梁怿韬，通讯员
龙昊、黄于穗、赖伟敏、李宗泽报道：11 月的广
州黄埔，热情似火。 作为国家级大型科技产业
化会议，11 月 25 日上午，素有科技界“达沃斯
论坛”之称的第二届“中国高科技产业化高峰
会议”在广州高新区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 15
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相聚一堂，共
襄一场科技界的“达沃斯论坛”精神盛宴，科
技之光闪耀广州高新区。

大会为何选择在广州高新区举办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智汇湾

区·产业生态”，多名院士专家与会，就科技产
业化热点话题展开“头脑风暴”，带来最新科
技前沿资讯，全力打造世界湾区科技论坛。

本次大会为期两天。 共有 1 个主论坛、9
个专业分论坛、数十场精彩的主旨演讲、高质
量的“科学家与企业家圆桌深度对话”，内容
涵盖科技创新、 产业生态构建、 产业技术应
用、人力资源体系的创新等热点话题，探析新
时代下科技产业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大会为何选择在广州高新区举办？ 作为
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广州国际科技
创新枢纽的核心区， 广州高新区正在全力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中心核心枢纽。 当前，广
州高新区紧紧把握机遇抢占新兴产业制高
点，在区块链、AI 工业互联网、5G 产业化、人
工智能、 纳米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均率先布
局， 取得良好发展态势。 该区是广东省面向
5G 技术的物联网与智慧城市示范区，目前正
在打造一流的广州市区块链国际创新中心、
区块链特色的中国软件名城示范区， 成为工
信部首次和唯一明确以区块链为特色的中国
软件名区。

大湾区科技创新成院士聚焦点
本次大会主席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

原部长徐冠华和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原航
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首任局长
刘纪原担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科技委主任、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
理事长包为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原副院长、 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快速制造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卢秉恒，中国工程院院士、通信
与信息系统专家、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科
技委主任刘韵洁等国内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国
内外科研机构、 企事业单位的行业代表共计
500 余人参加了大会开幕式及各分论坛活动。

在主论坛开场致辞中，大会主席徐冠华指
出，高峰会议将按照“国际眼光、中国特色、高
点定位”的标准，倾力打造成为世界湾区科技
论坛，并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
优质高科技项目在广州的产业化， 志在走出
一条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
链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子， 为加快构建国家
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广州智慧”。

随后，15 位“两院”院士出席大会，围绕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这个主题，从云工作、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未来网络和 5G 产
业化发展前景等方面，多角度、多维度探讨高
科技前沿发展态势及 2020 年趋势展望。

打造大湾区“科技黄埔军校”
当天会议发布了“高科技产业化成果 2019

推荐项目”六项，分别是：AirWave 仙人掌智能
系统、 工控核心区内嵌认证边界保护技术、新
一代高性能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单井循环换
热地能采集井技术、智慧倍停———新一代智能
机器人立体停车系统、红外辐射绝热（保温隔
热）涂料。 其中，AirWave 仙人掌智能系统、新
一代高性能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 、 智慧倍
停———新一代智能机器人立体停车系统三个
项目均为广州高新区企业的创新项目。

今年 5 月， 广州高新区的广州科学城园
区因“双创”工作成效明显，被国务院予以督
查激励通报。 近年来， 广州高新区主动融入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 +”等国家战略，持
续提升汽车、 电子、 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集
群，大力支持通信、造船等优势领域率先试点
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径。 全力培育新一代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世界级产
业集群，精准医疗、区块链、智能出行等领域
率先取得突破， 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高端产业集群， 加快推动产业迈向价值
链高端。

目前，全区拥有科技企业 2 万家，汇聚各
类研发机构超过 1000 家 ， 高新技术超过
2000 家，占广州市的七成。区内拥有一批重大
科技平台，包括人类细胞谱系的大科学装置、
太赫兹国际科学中心、 再生医学与健康的省
实验室，还引进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科院
航天信息研究院、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中科
院自动化所、 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等中科院系的大院大所超过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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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2019 年的幸福城市调查有一
些新的变化、新的发现———

从调查人群来看， 女性调查者比例首次超
过男性，达到 53%，报告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我国性别平等意识和行为已深入社会各个层
面。

从关注城市幸福话题的人群来看， 主要集
中在26-45岁年龄段，占了调查人群的67%。 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中青年人群更在意自己
城市的治理和发展。

从学历情况来看，大专以上的人占了 65%，
其中本科学历最多，达到 35%，这反映出我国城
市居民的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了。

从被调查者的职业构成来看， 今年民营企
业主的比例增加， 从去年的 13%增加到 21%。
“这是一个有趣的新现象，是不是反映城市居民
创业高潮已经来临？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冯瑛
冰说。

从入围城市的整体情况来看，今年结果和以
往的发现基本吻合。 比如，在地级及以上幸福城
市的当选名单中，有不少“常胜将军”，像成都、
宁波、杭州这三个城市，这说明这些城市居民的
幸福感非常稳定。 但更多的结果是“意外”。

第一个让人惊喜的发现是：除了耳熟能详的
沿海城市或省会城市之外， 当选城市中也出现
了铜川、徐州等不那么热门的城市，这充分说明
幸福城市的评价更加广泛和多元化。

其次，在城市交通幸福度指标上，地级及
以上城市普遍得分不高。 这些城市的市民更
加注重环境、文明、生活节奏等城市软性因素
的影响。 这说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单一经济指标已经不能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多
的幸福感 ，相反 ，可能会因为环境因素 、交通
拥堵以及生活节奏加快等降低人们的幸福
感。 要想治好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各个城市管
理者任重道远。

第三，和大城市居民“轻视”经济对幸福感
影响不同，对县级市（区 ）城市来说，经济发展硬
实力和生活品质等软实力都需要， 甚至经济实
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当选的县级市（区 ）幸福感城市绝大部分都是长
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

第四， 在地级及以上城市教育幸福度排名
中，一些高校云集的大城市都没能入围前十，二
三线城市的居民却有较强的幸福感， 辽宁的盘
锦和山东的临沂分别摘得冠亚军。 这可能和居
民对于当地教育的期望值高低有关。

全民艺术“艺博会”
艺术点燃“广州好”

第二届中国高科技产业化
高峰会议在广州高新区举行

15名院士坐镇
“科技达沃斯”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第
24 届秋季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
（下称“广州艺博会”）将在琶洲
广交会 C 馆拉开大幕。 25 日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透露， 走过 24
年的广州艺博会已成为国内甚至
亚洲极具规模的艺术盛会， 今年
约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50 家
艺术机构汇聚羊城， 带来当代油
画、国画、雕塑、装置、影像、版画
等各类优秀艺术品亮相。 本届广
州艺博会将主打艺术产业对接与
服务创新升级组合拳， 以全新的
颜值呈现精彩的艺术世界。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通讯员 穗文广旅宣

2019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上

广州当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当天，“2019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
推选结果在广州发布。 据悉，今年的幸福感城
市调查推选的活动历时 ３ 个多月， 经过大数
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专家评审等多个
环节的严格遴选，成都、杭州、宁波、西安、广
州、长沙、温州、台州、铜川、徐州等 10 座城市
被推选为“2019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佛山
市南海区、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市黄埔区、宁波
市鄞州区、深圳市南山区、江苏省太仓市、广州

市南沙区、湖南省长沙县、舟山市普陀区、浙江
省慈溪市 10 座县级城市（区 ）被推选为“2019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 杭州作为唯一
连续 １３ 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城
市，被组委会授予“幸福示范标杆城市”荣誉。

瞭望周刊社总编辑、党委书记冯瑛冰解读
了《2019 中国城市幸福感报告》。他表示，在多
年的城市幸福感评价中，团队不断细化、深化、
优化各种不同的评价方法，最新研发的基于大

数据的城市幸福感指标体系，包括就业、居民
收入、生态环境、城市吸引力、公共安全、生活
品质、教育、医疗等一级指标，以及上百个二级
细分指标。“可以说，这套指标体系就是我们的
独家配方。 ”

据悉，2019 年的调查推选，采用的是最新
研发的城市幸福感指标体系。 通过主观调查、
调研与客观数据挖掘分析相结合， 最终产生
2019 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报告。

走过 24 年的广州
艺博会已成为国内甚
至亚洲极具规模的艺
术盛会

国庆期间，不少游客来到海珠湖享受惬意的假期生活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11 月 22 日，广州城管开展新一轮涉及铁路范围的拆违行动

上届广州艺博会现场

10 座城市上榜

幸福城市调查

本地菜心 8.69
本地白菜 7.19
菠菜 10.19
油麦菜 7.1�
西洋菜 8.27
西红柿 9.03
芥兰 10.35
红萝卜 6.28
白萝卜 3.92
茄子 7.46

青豆角 13.07
白豆角 11.64
丝瓜 9.89
原 条 鲮 鱼 30.08�
鲫鱼 22.73
精瘦肉 75.19
排骨 85.38
鲜牛肉 98.0�
生宰光鸡 39.69
红壳鸡蛋 12.31

全民“艺术派对”
为花城注入文化活力

广州艺博会将带来一场全民艺术嘉
年华， 从东方传统写意到西方超现实主
义、从水墨概念到公共艺术、从岭南文脉
到新时代雕塑……展品涵盖东西方经典
与当代艺术门类，融贯中西，传统与当代
交相辉映。

这里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舞台。 广
州艺博会艺术总监彭文斌表示：“岭南艺
术与港澳地区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打造
以岭南文化为核心的‘人文湾区’，搭建粤
港澳文化交融平台是推动三地文化交流
的重要一环。 紧抓大湾区新机遇，用艺术
引领城市人文建设、推动城市发展，组建
全民参与的艺术文化盛事则是广州艺博
会的发展重点之一。 ”

国际艺术大师夏加尔、毕加索、达利、
赵无极、卡洛斯、菲利克斯、里维尔等的作
品，以及欧洲艺术家如安东诺娃、安纳多
利、巴列塔耶夫、杜巴维克、季霍米罗夫、
卡兹洛夫、罗熹、维克多等的作品，荟萃了
西方的审美。 同时，吴冠中、谢楚余、唐绍
云、李秀、马亚丽等中国著名油画艺术家，
与国画艺术家如石齐、李劲堃、王西京、王
子武、许固令、方楚雄、曾石榆、马顺先、胡
明德、操驰、邓正强、赵金玉、王凡飞等经
典作品，将齐聚构筑艺术新高地。

今年广州艺博会还新增了“与艺同行 -
广州艺博会藏家 VIP 导览服务”，特邀国家
级鉴赏家全程进行导览。线上展会的概念也
将得到落地，今年艺博会线上与线下立体宣
传全面发力，100 多名百万级流量的网红将
现场直播。

为实现价格公道的最大化，广州艺博
会组委会将在展览现场提供价值 200 万
元的奖品支持。 此外，向公众免费赠送 10
万张门票。

10 大主题展
奏响艺术新篇章

本次艺博会 10 大主题展丰富多彩。
其中，“时尚非遗” 经典与当代对话展，将
传统非遗艺术与当代生活与空间进行再
创作， 凸显视觉新呈现和生活新应用，让
传统活化，让经典传承。

新时代的足迹———艺术主题展用艺
术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走遍全球各地的身影，也见证
城乡建设、民俗节庆、环境改造等为提升
老百姓幸福感所带来的成果。 彭文斌说，
这是以“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策展理念，通
过艺术的语言向大众展现新时代风貌。

可以零距离体验艺术扶贫的成果，同走
艺术致富之路文化帮扶主题展便是载体，加
强广东与受援地之间的文化交流、 艺术融
合， 进而促动受援地的文化艺术产品走出

去。广州艺博会今年还推出“大家风度”岭南
艺术主题展，市民可感知艺术岭南之魅力。

吴冠中诞辰百年艺术主题展是本届
广州艺博会的一大亮点。 今年恰逢吴冠中
先生百年诞辰， 作为 20 世纪中国绘画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性画家，他在油
画、水墨、彩墨、速写、艺术理论和文学创
作等方面均造诣卓著。 这一次，我们将共
同走进艺术大师吴冠中先生的艺术殿堂，
细细品味他心中的那个江南。

全新艺术互动
广州好，一城素材可入画
1959 年，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时任广

州市市长的朱光赋词 50 阕《广州好》刊载
于《羊城晚报》，深情礼赞广州，留下一段美
谈。 而在 60 年后的 2019 年， 关于“广州
好”的故事依然在续写着，“广州好”雅音满
城———市民踊跃参与“再赋新词《广州好》”
诗词大派对。 市民借此重新发现传统文化
之美，以及新时代城市之美。广州艺博会将
用自身独特的艺术方式呼应———创意十足
策办“广州好”公共艺术展，赋予一个连接
过去、体会当下、畅想未来的诗词与艺术碰
撞的空间。通过对《望江南·广州好》佳作的
融合呈现，通过装置、雕塑、绘画等多种艺
术形式叠加与对话， 从感官到心灵来一场
传统与现代的奇妙穿越，让人在城中，城在
词中，词在艺术中……值得期待！

制图/黄绮文

11 月 25 日，2019
中国幸福城市论坛在
广东省博物馆举行，论
坛以“壮丽 70 年，幸福
新时代 ”为主题 ，集中
展现城市以人民为中
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成就。 有包括入选城市
主要领导和代表团、专
家学者、媒体记者等约
300 名嘉宾参加。 该论
坛由新华社《瞭望东方
周刊》 与瞭望智库主
办，广州市委宣传部与
天河区承办。

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成都 杭州 宁波 西安 广州

长沙 温州 台州 铜川 徐州

“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铁路桥底控违治违
探索长效“双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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