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
道：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官网日前
发布“拟开行 6 条公共汽车电车
线路的通告”。 内容显示，为加强
公交与地铁的衔接， 进一步强化
外围区新兴区域公交服务， 综合
市民出行需求， 拟开行 6 条公共
汽车电车线路， 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予以公示。

根据发布的《拟开行公共汽
车电车线路设置表》，6 条公交新
线涉及荔湾区、黄埔区、白云区、

增城区等区域， 分别是龙溪村委
环线， 地铁嘉禾望岗站总站单环
线、瑞东花园环线、富力悦禧花园
- 南岗(国际礼品玩具城 )双向、新
塘 （四望岗公园 ）总站—永和 （万
科里享家）总站双向、黄埔客运站
- 东莞碧桂园十里江湾双向。

市民或单位如有异议， 可通
过书面方式向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反映。 邮寄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
天河南二路 1 号， 广州市交通运
输局（邮政编码：510620）。

自 1929 年创办至今，华南植物园已经走过
了九十个年头。 4 日，华南植物园建园 90 周年
纪念活动暨 2019 科学植物园建设国际研讨会
在华南植物园举行。

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表示，未来五年，华南
植物园目标是成为整体水平国内领跑者， 并建
成世界一流植物园。 在关键领域理论创新和技
术研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持续增加活植物
收集与迁地保存数量， 加强基于活植物收集科
学研究，加强科普宣传。

据介绍，在上世纪 50—60 年代，华南植物
园致力于中国华南地区植物研究，出版了国内
第一部地方植物志《广州植物志》，发现活化
石银杉并命名，并于 1959 年建立我国第一个
恢复生态学定位研究站； 上世纪 70 年代，协
作完成水稻“三系 ”配套 ，培育出我国第一批
具有生产价值的杂交水稻，并成为 1981 年国
家发明特等级奖的主要单位之一； 运用离体
筛选技术及体细胞无性系变异， 获得世界首
例抗胡麻叶斑病及细胞质雄性不育突变体，
为解决我国杂交水稻不育系细胞质源单一化问
题开辟了新途径。

90 年来， 华南植物园已发展成为集科学研
究、植物保育、知识传播、资源利用于一体的高
水平国立研究机构， 同时还是风景优美的国家
级 AAAA 旅游景区。

为何是越秀？ 为何是
新河浦？ 12 月 3 日，越秀
区商务局局长罗芸告诉记
者， 越秀区政府从今年开
始，实施“东山印象”品牌
建设计划， 创新性地做好
了街区的“活化”。

走进新河浦， 记者看
到有不少画廊、轻餐饮、咖
啡厅等文艺休闲场所 ，令
街区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
力，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
来拍照“打卡”。

为了更好地提升新河
浦历史街区的文化艺术魅
力， 越秀区政府组织了东
山概念联动展、 东山艺术
市集等文化活动。 其中“东
山艺术市集” 目前已举办
10 期， 发起人通过联动区
域内的艺术空间、 文创空
间、 主题咖啡等复合业态
空间，营造沉浸式体验，让
历史街巷、 历史建筑动起
来，形成文创产品交流地。
通过举办一系列商旅文融
合品牌活动， 让游客们既
能在充满历史文化韵味的
民国建筑间游览、购物、聚
会和交流， 又能与国内外
的艺术家们充分对话和交
往， 构成良性的国际艺术
文化传播格局， 还可以入
住富有年代感和现代艺术
设计的城市精品民宿 ，感
受深度、 沉浸式的旅游体
验，可谓是“一举三得”。

除了尊重街区的历史
文脉和风貌肌理， 在历史
建筑保护和文化艺术植入

方面，越秀区政府本着“修
旧如旧”的原则，维持新河
浦街区原有的空间布局和
传统建筑形式， 使街区特
色的清水红砖墙、 民国水
刷石、 西洋式廊柱等建筑
元素得以存留。

从 2007 年开始，越秀
区启动社区综合整治工
程， 按照景区化标准和要
求， 升级改造街区的环卫
公厕， 提升街区的整体形
象，方便街区居民和游客，
增设自行车道及拓宽人行
道，建设公交车站渠化岛，
对新河浦涌进行污水治理
工程和城市绿化管理，让
两岸景观与建筑相互交
映， 建设历史文化长廊和
铺设文物径， 将街区改造
成为极具时空隧道感的流
动文化展示博物馆。

新河浦社区在社区共
享共治这方面也进行了不
少探索和实践， 并取得了
良好的成果。 东山街道新
河浦路段居民互助会的成
立让新河浦 的 街 坊 们 从
互不相识发展到彼此帮
助，自觉融入到社区建设
中来。 自 2015 年居民互
助会成立以来， 在居委会
的指导下， 互助会先后解
决了内街停车车位不足 、
共享单车乱停问题、 噪音
污染等一系列常见的邻里
纠纷， 大大提升了社区管
理服务的质量， 营造出和
谐共进的良好社区文化
氛围。

记者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巡城发现，广州的确
不少小区实现“楼道撤桶”，
个别小区还尝试在分类上
“精益求精”，但也有小区在
撤桶后对分类较为马虎。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
道管辖的信华花园和加拿
大花园， 本规划在国庆前
“楼道撤桶”。 由于没准备
好， 两小区分别推迟到 11
月 8 日和 11 月 30 日撤
桶。 11 月 30 日，记者在已
撤桶接近 1 个月的信华花
园小区发现， 垃圾分类效
果不错， 目前每晚大约可
分出 5 桶餐厨垃圾。“我们
站桶并不仅在 18 点到 21
点的定时定点投放时段。 ”
站桶员杨师傅告诉记者，
他们直到 23 点依然站在

误时投放点前， 用自己的
辛苦换来更多居民分类并
破袋投放餐厨垃圾。

“阿姨，你好严格！ ”11
月 30 日才正式“楼道撤桶”
的加拿大花园， 记者到访时
看到不少住户围观站桶员陈
阿姨“表演”。 只见陈阿姨在
大家投放的“餐厨垃圾”中，
把一个个塑料袋给挑出来，
并教导居民不要把塑料袋混
进餐厨垃圾中。 陈阿姨称，希
望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能
让居民真正做好垃圾分类。

12 月 4 日晚上， 记者
回访荔湾区芳村花园小区。
尽管该小区花了很多精力向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 但分类
效果依然不佳。 傍晚投放时
分记者看到， 大部分居民依
然把裹着塑料袋的垃圾投进

餐厨垃圾桶， 既没有破袋也
无法判断塑料袋里面装的就
是餐厨垃圾。记者到访期间，
没看到有站桶员指导居民分
类投放垃圾。随后，记者在芳
和花园一楼垃圾投放点，同
样看到居民在没有任何监督
下不分类投放垃圾。

“楼道撤桶，撤到桶都
没有了。 ”11 月 30 日，记
者在越秀区五羊北小区采
访时发现，“楼道撤桶”后，
不少居民在自家楼下找不
到垃圾桶， 只好把垃圾投
放到小区旁的内巷。 记者
从五羊北小区管理处获
悉， 小区目前正处于楼道
撤桶“过渡期 ”，由于居民
们还没有就楼下哪里设垃
圾桶达成共识， 故楼下垃
圾桶点设置位置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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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先锋“解锁”冠军密码
由从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主办的“奋斗先锋讲堂”11 月
26 日在广州城建技工学校举行，
现场吸引众多师生参与， 线上直
播惠及更多人。

讲堂邀请了第 45 届世界技
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冠军、广
州城建技工学校学生陈君辉、李
俊鸿 (见右上图 )，以及该项目中
国教练李修波，从化区第一届乡
村工匠技能竞赛钢筋工冠军叶
伟先四位“奋斗先锋”，他们分别
讲述了在创新创业、学艺参赛过
程中的鲜活故事。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
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世
界技能奥林匹克”。 今年 8 月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斯喀
山举行，来自世界技能组织 69 个
成员国家和地区的 1355 名选手
开展竞技。其中，来自广州从化的
陈君辉、 李俊鸿获得混凝土建筑
项目金牌。

陈君辉说：“回望过去， 一年
零六个月，565 个日夜，我在技能
训练与技能竞赛中奋斗成长。 我
认为技能快速提升的方法， 首先
是勤学苦练，然后总结优化，最后
是创新改进。如今，我对工匠精神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从普通
的‘工’到身怀绝技的‘匠’，靠的
不是投机取巧， 而是对作品精益
求精、锲而不舍的钻研劲儿。 ”

李俊鸿说：“能够运用知识的
能力是力量的力量。 那么运用知
识的能力从哪来？ 只能从实践中
来，从日复一日的尝试、探索、从
不断的跌倒又重新站起来。 要站
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上， 背后少

不了努力与付出。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 虽然拼搏过后也不一定成
功， 但起码会离你的目标更近一
点。 ”

讲解员大赛传承红色基因
11 月 29 日下午， 由中共广

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委员会主办，
吕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承办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之“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吕
田故事”讲解员选拔大赛 （决赛 ）
在吕田镇莲麻村举行。 当地利用
吕田镇红色资源， 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 持续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增
添青春朝气， 不断打造高素质的
新时代“红色”讲解员队伍。

大赛前后历时 2 个月， 共吸
引社会各界优秀青年， 以及全区
9 所高校、 多所中小学共计 160
人参赛。 经过初赛、复赛的角逐，
小学组、中学组、大学（青年）组共
49 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决赛选手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选用吕田镇真
实生动的红色故事， 用各具特色
的讲解方式进行现场讲解， 带领
观众重新回到那段革命岁月，同
时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
精神状态。

此次讲解员选拔大赛通过以
党史理论滋养初心、 以红色故事
引领使命， 也让广州市革命老区
镇———吕田镇红色历史革命圣地
再次步入大众视野。“随着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的大力开展， 越来
越多青少年以高度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加入到新时代文明
实践宣传工作中来， 组成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的有力后备军。 ”
活动负责人介绍。

让新时代文明实践越来越活
多种方式共同传扬新风尚

由联合国人居署亚太
办事处、 亚洲人居环境协
会、 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
亚洲景观设计学会四家国
际机构共同创设的“亚洲都
市景观奖创设 10 周年纪念
暨颁奖礼”近日在日本福冈
举行。“广州东山新河浦历
史文化街区复兴工程”从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 个
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
“2019 亚 洲 都 市 景 观
奖”殊荣。

新河浦“老洋房”捧回
亚亚洲洲都都市市景景观观奖奖

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实习生 刘宁远

新时代文明实践 试点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甘韵仪
通讯员 黄颖瑶

“从化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越来越活， 内容越来
越丰富多彩。 ”广州从化老百
姓由衷感叹。

近段时间以来， 从化打
造了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品
牌化活动，包括“孝德家风讲
堂”“好日子讲堂”“奋斗先锋
讲堂”等，以多种形式传扬新
风尚。 老百姓从一个个鲜活
的故事中， 感受历史的勾连
与时代的脉搏， 并从中得到
启发。

办税服务厅设在政务服务中
心的 B 区，设有 20 个服务窗口，
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一站式、 全方
位的联合便民办税服务。

前来办理业务的纳税人张小
姐惊喜不已:“感觉非常方便，作
为小公司财务人员， 以前都要多
头跑不同的地方办理业务， 现在
只 要 去 一 个 政 务 中 心 就 可 以
了。 ”

办税服务厅负责人曾淑鸣介
绍， 本次办税服务厅进驻政务服
务中心后实现了三个“一”：设立

企业法人服务专区， 实现法人服
务“一门集办”；设立企业开办专
窗，实现企业开办“一次即办”；实
行不动产登记 + 税费缴纳“一窗
办理”联合服务工作模式，大幅提
升业务办理质效。

“运行以来，办税服务厅接待
纳税人数环比增加 60%， 平均等
候时间环比减少 37%。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秉持为民服务解难题
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让
纳税人和缴费人有更强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邱伟英表示。

增城税务推进一站式服务
不忘初心力促办税质效提升

文 / 严丽梅 蔡慧帆

随着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为更好解决纳税人缴费人反映的服务难题，增城区税务部门开
展了系列调研与创新，将全部涉税（费）事项进驻区政务服务中
心，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便民办税服务。

近期， 增城区税务部门整合
辖区内办税服务厅资源， 将 4 个
办税服务厅的全部涉税（费）事项
整合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 推进
业务“一门办、一次办”。

“进驻涉及搬迁、调试、人员、
应急演练等多方面的工作， 是一
个重大挑战。”纳税服务科副科长
邱伟英表示，“与政务中心的沟通
协调，便持续了一年有余。为了交

出让纳税人满意的答卷， 我们还
赴其他单位借鉴经验， 制定了详
实的进驻工作方案， 保证进驻搬
迁工作有条不紊。 ”

同时，增城区税务部门还组织党
员干部开展办税服务厅换位体验活
动。参与活动的钟文彩说:“更好地服
务纳税人和缴费人，是我们税务人员
的初心和使命，换位体验有助于我们
更有针对性地优化服务措施。 ”

整合资源 涉税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提速增效 推进“一站办税”便捷服务模式

6 条公交新线将开
你有意见请书面提

来源/广州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整理/卫轶 制表/刘栩

12月４日菜价街市
有料到

计量单位：元/公斤

本地菜心 8.69
矮脚白菜 7.75
西生菜 9.95
菠菜 9.56
水空心菜 8.2
青瓜 8.69
本地芹菜 10.63
南瓜 5.27
圆椒 10.97
青尖椒 9.74

洋葱 6.42
蒜头 15.94
生鱼 27.57
黄鳝 64.92
鲈鱼 39.0
鱿鱼 48.13
精瘦肉 74.06
五花肉 61.19
排骨 84.13
鲜牛肉 96.8

九秩华南植物园
带着风光再出发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陈倩 通讯员 周飞

全城小区楼道撤桶几近九成,记者巡城回访发现

精益求精还是马马虎虎
小区垃圾分类态度迥异

广州近九成居住小区已实现“楼道撤
桶”!12 月 3 日，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在向媒体通报的材料中称：全市居
住小区“撤桶率达 87.3%” (详见昨日本
报 A6 版报道 )。 羊城晚报记者巡城发现，
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不少小区“楼道撤
桶”后没有很好地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投放。 一些仓促的撤桶安排，还导致居民
投放垃圾困难。 不过，通过羊城派进行的
网络调查显示，超过一半被访者称，自家
住处具备了撤桶的条件， 看来，“楼道撤
桶”的宣传已入民心，市民热切希望垃圾
分类能在身边“高质量”地推进。

进行时垃圾分类

“亚洲都市景观奖”究竟是个
什么奖？ 它是表彰与自然和谐共
生、 人居环境可持续建设、 历史
文化有力传承等方面， 尤其是在
可持续发展与建设上产生积极、
深远影响的， 能够在各国、 亚洲
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示范及推动
作用的活动和项目。

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办事处主
任是泽优表示：“亚洲都市景观
奖” 自 2010 年创办已连续举办
10 年， 其愿景是打造亚洲可持
续景观营造领域的至高荣誉 。
2019 年“亚洲都市景观奖”有来
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 个项

目报名评选 ， 最终有 8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4 个项目获得殊荣 ，

“广州东山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
复兴工程”是其中之一。

奖项评委会对项目给予的评
价是：“广州市越秀区围绕新河浦
历史文化街区， 通过历史建筑保
护、人居环境提升、文化艺术植入、
社区共享共治等方式进行持续的
复兴， 体现了与环境和谐共生、尊
重区域历史与文化， 具有安全方
便、可持续性及高度艺术性，并对
街区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中国和
亚洲地区的城市更新和保护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与实践案例！ ”

向美建设街区空间 以和打造社区氛围

问鼎“亚洲都市景观奖” 彰显城市治理成效

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张豪

华南植物园温室全景

就“楼道撤桶”情况，羊
城晚报官方 APP“羊城派”在
12 月 4 日下午展开网上调
查。截至 12月 4日 18时，共
有 111 名网友参与投票。 投
票结果显示，64.86%网友投
票称自家的垃圾投放模式为
“楼下设分类垃圾桶”。

但在羊城派后续的调
查中，记者亦发现仅仅“楼
道撤桶”，并不能直接获得
广州此前规划的垃圾分类
效果。 在回答“你有分类并

破袋投放餐厨垃圾的习惯
吗？ ”问题时，两个“有”的
选 项 相 加 起 来 只 有
40.54%， 即超过一半的被
访者没有分类并破袋投放
餐厨垃圾的习惯。 调查显
示，“住所范围内没有分类
投放设施”和“虽然有分类
投放设施但没人监督而且
大家都不分类破袋投”，成
为大家不想在餐厨垃圾上
分类破袋投放的理由。

在羊城派问“以下什么

方法， 能促使你必须分类
破袋投放餐厨垃圾？ ”时，
被访者选项呈分化状态 ，
但获得最高票数 25.68%的
选项为“有站桶员或其他
智能辅助设施， 否则我自
己都搞不清分类是否准确
以及该投哪个桶”。 调查结
果显示， 恰当的监督和辅
助设施， 有助市民参与垃
圾分类并获得广州官方最
希望市民执行的分类破袋
投放餐厨垃圾。

恰当监督辅助 有助垃圾分类

调查
数据

实地
走访

撤桶后垃圾分类 各小区表现迥异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
李焕坤报道：根据广州海珠城管
部门通报 ， 截至 11 月 30 日 ，海
珠区 1409 个小区中 ，有 1402 个
小区完成楼道撤桶 ， 撤桶率为
99.5%。 为破解分类投放点建设
不完善 、 站桶指导不到位的情
况 ， 海珠城管在 12 月 4 日晚组
织 100 多名区内的物管代表 ，到
赤岗街泓景花园召开垃圾分类
工作现场会 ，交流学习垃圾分类
管理经验 ，督促各物业小区因地
制宜建设分类投放点 ，并落实投
放时间内站桶指导 ，提高餐厨垃
圾源头分类准确率。

泓景花园小区是赤岗街道
首批大型物业小区撤桶定点投
放的样板小区 ， 早在 2014 年已
经完成楼道撤桶工作 。 今年 9
月 ，泓景花园对投放点再次进行
并点升级改造 ， 将部分有争议 、
不合理的投放点进行了撤桶并
点 ，剩余投放点进行包括地面的
硬化铺砖 、增加照明设备 、添置
洗手池和洗桶池 、量身定做投放
点雨棚等设施建设 ，并加强投放
时段督导员指导。 经过以上工作
的落实 ，泓景花园小区居民基本
能主动参与分类投放 ，分类准确
率达到 85%。

海珠 99.5%小区
“楼道撤桶”

入夜召开现场会
物管代表学分类

同场加映

泓景花园站桶员在智能分类垃圾桶前站桶 徐振天 摄

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内的老洋房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

由联合国人
居署牵头创设的
亚洲景观营造领
域最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