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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
通讯员赵雪峰报道：日前，记者
从广州市水务部门获悉，紧邻广
深铁路和汇景新城的广园快速
路科韵路立交，其西往北匝道
（可供广园快速路西往东车流调
头返回东往西方向车道，或转入
科韵路南往北车道）将从今年
11月 21日至明年 3月 10日进
行围蔽施工，相关部门将在围蔽
施工期间设置临时疏解通道供
车辆通过。待相关工程完工后，

有望一次缓解广州两处积水风
险点的排水压力。

据了解，位于广园快速路
上的汇景新城路段和科韵路交
界路段，分别为今年广州市水
务部门公布的全市 128处积水
风险点。该匝道的围蔽施工主
要是配合正在进行中的广深铁
路Ⅲ、Ⅳ线石牌站排水改造工
程项目，将能改善周边的排水
环境，降低这两处积水风险点
的排水压力。

实施治水工程，缓解周边排水压力

广园快速路科韵路立交
西往北匝道21日起围蔽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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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鄢敏报
道：16日，中国工农红军广州天
河红色基因红军小学授旗、授牌
仪式在棠下小学举行。记者获
悉，目前，全国已建设的红军小
学约300所，这是广州天河第一
所红军小学。

天河区棠下小学是一所有
着光荣传统的学校。上世纪50
年代末，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贺
龙元帅先后视察过棠下；60年
代末，毛主席委派中央办公厅送
给棠下人民的其中两棵芒果树，

如今依旧在校园里开花结果，成
为学校红色教育的“活教材”。

记者了解到，棠下小学充分
利用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开展了以“追寻伟人足迹”为主
题的红色教育系列活动，编写了
校本教材《伟人的足迹》，修建
了“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室”，
创建了 17个英雄中队，并与湖
南省韶山市韶山学校结为“兄弟
学校”，开展“手拉手，心连心，
共成长”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别
具一格的办学特色。

深圳潮汕商会创会会长、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
执行理事长吴开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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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大湾区拥抱创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漫琪
陈泽云

羊城晚报：40年时间，深圳从
一个“小渔村”变成具有影响力的
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举
世瞩目的“深圳速度”。您是深圳
特区的第一批拓荒牛，能否结合
您自身的创业经历，谈谈您所理
解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模式”？

吴开松：党中央作出兴办经
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40年来，深
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成为
全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自
1978年就来到了深圳，成为参与深
圳特区建设的第一批开拓者，可以
说是见证了深圳特区40年的发展。

得益于深圳的创新土壤，在
几十年的奋斗中，我也取得了一
些成就，比如在文旅领域，创立了
第一家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
的东方明珠大酒店；在房地产领
域，在深圳黄木岗建立了全国第

一个外来人员住宅区；在农业领
域，研发了全国第一个抗虫棉转
基因技术，打破了国际上的垄断。

在我的理解中，个人的成就
其实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深圳
特区的发展走在时代前沿，它在
发展的过程中面临很多新问题、
新挑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这
个过程中，谁能抓住机会破局，就
能创造出新模式。比如黄木岗社
区，这个住宅区为刚刚来深圳打
拼，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的人
提供了落脚处，最多时住了有近3
万人，也出了很多人才，这也解决
了当时深圳特区面临的棘手的外
来人口管理难题，创造了国内外
来人口管理的新模式、新经验。

“深圳速度”和“深圳模式”的
出现，正是由于深圳特区40年来
坚定不移改革开放，注重技术创
新、制度创新，全面激发了人的积
极性、创造性。

羊城晚报：您自身的经历
非常丰富，做过军人，当过公
务员，又下海创业，一手打造
了深圳潮汕商会大平台，是什
么因素促使你做出了这些人
生选择？

吴开松：我出生在汕头市
潮阳区河溪镇华东村的一个
普通农民家庭。18岁那年，
我 等 来 了 期 盼 已 久 的 机 会
——应征入伍。在部队的日
子里，我进过西藏，也参加过
对越自卫反击战，枪林弹雨中
冲锋陷阵。

1980年我从部队转业回
到地方，在深圳福田区政府部
门工作了 6年，在有升职处级
干部机会的关口，却选择弃政
从商。我把公务用车交回给
政府，第二天自己买了辆单
车，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下海经
商之路。

为 什 么 会 做 这 些 选 择
呢？人的选择和人生目标是
带着不确定性的，是会一直变
化的。在没有来深圳之前，我
的人生理想可能就是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能有稳定的收
入，能养活自己和家庭。但朝
气蓬勃的深圳，打开了我的视
野，拓宽了我的世界，也让我
有了更长远的人生目标，所以
我放弃“铁饭碗”，选择发展实
业，现在又在深圳潮汕商会、
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织等这
些大平台上凝聚潮商力量，梦
想也在一步步变大，深圳给了

我施展抱负的空间。
羊城晚报：下海创业后赚

了“第一桶金”后，为什么会选
择在农业领域重新开始？

吴开松：在创业的过程中，
我也面临过选择，是选择从事
风起云涌的房地产，还是投身
别人觉得“冷门”的农业。最终
我选择了做农业，这是深圳当
时的空白行业，我决心要做“大
农业”。

这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
1992年的全国棉花产量大崩
溃给我很深的触动。当年由
于受干旱、棉铃虫害的严重影
响，重点产棉三省鲁豫冀产量
锐减，给国家带来直接经济损
失估计超过 100亿元，农民收
入降低，严重挫伤了棉农植
棉 积 极 性 。 这 让 我 立 下 志
愿：一定要把中国抗虫棉搞
上去，打破美国转基因棉花
技术垄断。

通过10年的攻坚，抗虫棉
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与产业化发
展，使用创世纪的抗虫棉种植
面积已占全国的 90%以上，有
力缓解了棉花生产遭受虫害的
状况，也开启了改变中国亿万
棉农命运的新时代。

实际上，无论是十年艰苦
的军营生活和严格的部队训
练，还是在公务员岗位或者下
海创业，我的身份可能一直在
变，但我觉得不变的是信仰，对
党忠诚，始终保持报效国家、建
设特区的理想与信念。

羊城晚报：党中央、国务院
提出要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时期，
潮商如何把握机遇，助力深圳
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
速度”？

吴开松：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重大国
家战略。身处深圳的潮商要敢
于作为，发扬特区精神，敢闯敢
试，敢于担当，坚定不移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

在我看来，深圳的发展走到
了新的节点，前 40年属于深圳
大开发时代，潮商在地产等领域
抢占了优势，现在，要利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契机，与时俱
进，积极发展科技和金融，实际
上，现在无论是在无人飞机、互
联网、物联网等领域，仍然有很
多潮商在发挥引领作用。市场
竞争越来越激烈，潮商发展面临
新的问题，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
未来是要被淘汰，潮商的视野要
扩大，必须创新，管理要正规化，

生产要绿色化，要可持续发展。
羊城晚报：深圳正在加快形

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
新格局，推动更高水平的深港合
作，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
的核心引擎功能，努力创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在推动深圳构建全面开放格局
方面，潮商做了哪些努力？

吴开松：近年来，面对新的
国际形势，我和商会同仁致力推
动成立了国际潮商经济合作组
织、潮商东盟投资基金等，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带来的机遇，促进潮商资
本参加经济交流、合作与发展。
当今世界深度融合与发展，合作
共赢成了时代主题，我们要适应
新的时代和发展潮流，为国际潮
商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为全球潮
商打开更开阔的视野、开辟新的
发展空间、创造新的辉煌、开发
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潮商
民营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

羊城晚报：潮商是改革开放
进程和深圳特区建设和发展的
参与者、见证者、推动者。在深
圳扎根的潮商有怎样的特点和
优势？接下来他们如何保持这
种优势，您有怎样的建议？

吴开松：改革开放以后，潮
汕人来到深圳打工，有卖菜的，
有做工程的，从打工仔干起，慢
慢就发展壮大，现在潮商分布在
深圳的各行各业，高峰时许多市
场里做生意的八九成都是潮汕
人。潮汕人坐在一起，就喜欢喝
工夫茶聊行情、谈生意，潮汕人
最大的优势我觉得就是敢拼搏、
善于积累资本，今天手里有 5
元，买了秤就可以在市场上做生
意，今天挣到的钱就是明天的资
本，挣到1000元就买档口，挣到
10000元就买店铺……潮汕人
一直在做明天的生意，潮商的基
因和特区的基因相互契合，在这
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发挥。

可以说，在深圳的百万潮商

以改革为第一动力，以特区为第
二故乡，把个人事业与祖国发
展、特区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国内外先进理念、商战经验、
从商智慧带到深圳，充分发挥特
区政策，开拓创新，奋力拼搏，有
力推动深圳经济社会建设，为改
革开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在新的起点上，潮商再出
发，更要依靠青年人的力量。
2011年，深圳潮汕商会成立了
分支机构——青年工作委员会，
2013年又发展成为一级社团深
圳市潮汕青年商会，目前，深圳
市潮汕青年商会已有会员将近
700人，并已成立党委、纪委。
潮青新一代要珍惜与感恩国力
强盛、社会发展的伟大时代；先
做人、后做事，学会与人为善。
我们创会这一代基本都六七十
岁了，企业和商会的生力军是创
二代、三代，让年轻人聚在一起，
相互学习，迅速成长，以后要多
让潮青会这个新平台发挥作用。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推动潮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CC

深圳百万潮商再出发
潮青新一代成生力军DD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炜伦、梁栋贤报
道：16日上午，天河区的土地拍卖非常
热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
的 信 息显示，天河区奥体公园北侧北
AT1003036地块被合景泰富集团拿下，成
交总价约48.6亿元，折合楼面地价51463
元/㎡。该地块成交价成目前天河区最高
楼面地价，跻身广州全市楼价第三位。

这一地块位于天河东北部，距离黄
埔区三公里左右，所处区域往日是天河

楼价最低的区域之一。但克而瑞数据统
计显示，该宗地43000元/㎡的起拍楼面地
价成为广州起拍楼面地价第二高的地块，
同时位列天河区首位，超越今年6月成交
的天河区科韵路西侧地块（楼面地价约
4.1万元/㎡）。

此宗地的竞拍吸引了约十家房企参
加。经过两个小时8家房企共21轮竞价，
合景泰富集团最终竞得地块。相关信息显
示，该宗地面积50379㎡（可建设用地面积

47265㎡），计算容积建筑面积≤94530㎡，
竞得人需配建一所6班幼儿园、政务服务
中心、户籍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等公共配
套，地块拟建17栋低密度小高层住宅。

相关统计指出，该地块所处的楼市板
块上一次出让土地要追溯到六年前，当时
共有8宗地块成功出让，折合楼面地价仅
为1.05万-1.69万元/㎡。近年，随着牛奶
厂板块成为天河智谷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板块周边价值不断攀升。

建设特区的信仰不能变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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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深圳从边陲
小镇到国际大都市，成
为了改革开放的焦点；
40年，一批批“拓荒牛”
埋头苦干，勇立市场经
济潮头，在新时代踏上
特区的新征程。自深
圳蛇口打响“改革开放
第一炮”以来，400多
万在深潮汕人和百万
潮商成为推动深圳发
展的重要力量。

日前，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
点 实 施 方 案（2020-
2025年）》。在新的
起点上，以潮商为代
表的企业家群体如
何续写春天故事的
精彩篇章，创造更多

“深圳奇迹”？羊城
晚报记者为此专访
了深圳潮汕商会创
会会长、国际潮商
经济合作组织执行
理事长、创世纪转
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深圳市东
方明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局主席吴开松，试
图从潮商的视角
中寻找“特区再出
发”的答案。

天河楼面地价
创新高

每平米51463元
跻身全市楼价第三

广州车陂全面
推行垃圾分类8个月，
成效显著 流过车陂街道的河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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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创新土壤耕耘多个“第一”

日，羊城晚报与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
举办“广州垃圾分类观察体验”活动。记者随体验

团，走进今年3月率先在全市城中村推行垃圾分类的天
河区车陂街道了解到，车陂街道全面推行垃圾分类8个
月，不仅实现厨余垃圾收运量大幅增加，还助推了车陂
涌治水工作。参团的专家和市民代表，对如何进一步推
动城中村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今天走访车陂，让我刮目相看。”广
州市城市矿产协会秘书长李志红表示，
城中村是具有广州特色的社区构成，能
够让精细化城市管理制度在这类社区推
行，与车陂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有效的科
学决策分不开。李志红还发现，车陂街
道有不少挂在墙上的垃圾分类宣传文
图，当中不少与龙舟文化相结合，更好地
宣传了垃圾分类。

广州东部生物质综合处理厂（广州
朗坤公司）总经理张卓在体验活动前一
天，也曾到车陂城中村探访。“守桶志愿
者协助居民分类，是现阶段不少城市提

升垃圾分类成绩帮助居民养成习惯的
有效办法。”张卓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负
责处理广州不少地方的厨余垃圾，目前
厂里厨余垃圾的处理量和纯度超过前
期预期，“类似车陂这样的城中村将厨
余垃圾分出来，或是厨余垃圾量超预期
的原因”。

车陂垃圾分类成果明显，但体验团
认为，车陂垃圾分类水平仍可再上新台
阶。蹲访车陂期间，记者就发现，还有
一定数量居民不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
城中村空间狭小也让不少垃圾分类设
施难以设置。

11月15日下午，记者随体验团到访
车陂街道时并非垃圾投放时间，但街道
范围的 23个定时投放点都严格落实守
桶督导制度，守桶员守候在垃圾桶旁指
导协助居民分类投放垃圾。这与记者提
前一周到车陂实地观察的结果一样。

记者了解到，车陂街道抓住生猪养
殖行业规范化时机，治理餐饮行业长期
存在的“卖潲水”陋习，同时打击向河涌
偷排偷倒餐厨废弃物行为，适时引导餐
饮企业将厨余垃圾交政府部门统收统
运。据车陂街道环卫站统计，自今年 3
月车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以来，车

陂每天的厨余垃圾收运量约19吨，而全
面推进垃圾分类之前，该范围每天仅能
收运约 2吨厨余垃圾，目前每天的厨余
垃圾收运量相当于之前的9.5倍。

“每一位车陂居民，都能体会到垃
圾分类带来的好处。”车陂街道沙美社
区居委会主任刘玉清表示，流经城中
村核心地带的车陂涌，曾因居民偷排
偷倒餐厨废弃物常年黑臭，近来，在前
期治水消除黑臭的基础上，车陂严格
落实垃圾分类制度，不仅让黑臭消除
的效果维持，清澈的河水还引来鱼群
畅游。

垃圾分类宣传与当地文化结合

厨余垃圾收运量提升9.5倍

体验团的小朋友在车陂垃圾主题文化公园内学习垃圾分类体验团的小朋友在车陂垃圾主题文化公园内学习垃圾分类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梁喻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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