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料热线：114转羊城晚报报料 或 87776887 2021年3月9日/星期二/ 要闻部主编/责编 卫轶 林丽爱/ 美编 蔡红/ 校对 温瀚

A12今 ·广州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主债务人名称
张沙沙

张沙沙

张沙沙

黎日成

林良成
林良成
陈林
何肖燕
丘雅凤
晏华
王荣伟

担保人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源商
贸有限公司
梁文青、郭玉莲、佛山市顺德
区容桂华源商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源商
贸有限公司
张卫红、佛山市顺德区龙
江镇骏基玻璃工艺厂
肖则幸

单小秋
乔松
殷鸿翔
李长兰
佟桂荣

借款合同编号
招 银 佛 个 字 第
201503109
招 银 佛 个 字 第
201303211
招 银 佛 个 字 第
201403129
招 银 佛 个 字 第
201304384
139999120526003040
139999120079045473
8140108556006
129999120520014481
8140527580014
129999120504007456
8140124272010

一审诉讼案号
（2019）粤 0605民初 21940号

（2016）粤 0604民初 2180号

（2016）粤 0605民初 12008号

（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 1267号

（2015）穗天发金民初字第 4391号
（2017）粤 0106民初 24467号
（2015）穗天发金民初字第 1675号
（2015）穗增法民二初字第 1187号
（2019）粤 0106民初 15860号
（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 2682号
（2016）粤 0106民初 9541号

首次执行案号
（2020）粤 0605执 20977号

（2017）粤 0606执 9498号

（2017）粤 0605执 6607号

（2015）佛城法执字第 3853号

（2019）粤 0106执 207号
（2018）粤 0106执 20931号
（2016）粤 0106执 2292号
（2016）粤 0183执字 1017号
（2020）粤 0106执 18144号
（2017）粤 0106执 2757号
（2018）粤 0106执 970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招商银行）与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下称受让人）签订的系列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人已经合法有效受让下表
所列金融不良资产债权及担保权益（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诉讼费、律师费
等，具体以司法裁判文书记载为准），现招商银行予以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向受让人履行尚未清偿完毕的债务。如债务人担保人
发生继承、清算、注销的，请各债务人、担保人的继承人、清算义务人向受让人履
行清偿义务。转让基准日 2020年 5月 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受让人联系人：郑小姐，电话：020-8928752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国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9日

附债权基本情况

遗失声明
成侠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身份证及驾
驶证号码为 43010319740503****，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广州市勇成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汪凯）各
一 枚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81010932810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裁定受理广东纯美陶瓷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并于 2019年 11月 21日指定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根据需要，管理人将拟定的《关于纯美公司煤气炉的提前处置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审议。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同意与人民法院批准，管理人将纯美公司煤
气炉等设备挂至淘宝网，详见公示：《广东纯美陶瓷有限公司名下七套煤气发生
炉 机 器 设 备》网 址:https://susong- item.taobao.com/auction/639760135665.htm?spm=
a213w.7629120.projectDetail.4.56a25c45o0f0AF

联系方式：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砚清路 13号 201，黄律师，13725510901。
广东纯美陶瓷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广州宏朗养殖有限公司广州宏朗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k-RDZydS6YO3xRGioq2Dg 提取码：yqii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地址详见下文联系方式。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项目周围单位、专家、群众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请公众向公示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发表对本项目环评工作的建议和看法。
建设单位：广州宏朗养殖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爱群村大水冚经济社
联系人：刘总 联系电话：13929566833
评价单位名称：广州浔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迴龙路 8号第二层B、C房
联系人：尧工 联系电话：13133808776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意见反馈截止日期：2021年 03月 09日至 2021年 03月 22日

广州宏朗养殖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9日

遗失声明
广州一睿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胡建红）各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增城山旮旯桶装水店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12560039630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101L51282741K，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沛源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正 、副 本 各 一 份 ，注 册 号 ：
440500000098375，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一份，代
码：568256025，及本公司公章、财务专
用章、法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广东金方药业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84865271L）
经股东会决议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公告
广州旭星闪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东
会决定，本公司停止经营，清理债权债
务。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天 内 ，向 本 公 司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公司将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信峰医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
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协德医院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行政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力赋健身馆遗失
公章（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罗定市众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5381398174894M，法 定 代 表 人 ：陈
羽珊，住所：广东省罗定市罗城街道城
东居委城东里六巷 1 号，本公司股东会
决议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
减资至人民币伍佰万元。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企 业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企业申报债权，提出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要求，逾期不申
报视为放弃债权。特此公告！

罗定市众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8日

遗失声明
阳江市江城区赵大锤美食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2441702010553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合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冯
浩）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南超汽车贸易商行遗失公章（行
政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李丰网络平台部遗失公章（行政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派对屋（广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包装容器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包装容器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进行公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网址：http://www.gzsheng
luhuanbao.com/，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预约索取，联系方式如下：建
设单位：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杨工；通讯地址：广州市增城区东
方龙工业园；电话：13068864156。

2、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增城区东方龙工业园，本次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选址 5km范围内的公民和有关单位。

3、发表意见的公众请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填写发表
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意见。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见网址：http://www.gzshengluhuanbao.com/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共计十个工作日。
广东盛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粤港澳大湾区500千伏外环中段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第二次）

粤港澳大湾区 500 千伏外环中段工程位于清远市清城区、佛冈县，广州市花
都区、从化区，韶关市新丰县，惠州市龙门县、博罗县。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现公开如下信息并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

(一) 公众可登陆建设单位网站（https://www.gd.csg.cn/gsgg/hpgs/）查询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并可联系环评单位查询纸质版，地址：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高教路 201号，联系电话：0571-56625963。

(二)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单位或组织。
(三) 公众对本工程有环境影响方面的相关意见，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后按下

列方式邮寄或发电子邮件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供电局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北江一路 38号
联系人：郑工 邮箱：378801991@qq.com 邮编：511518
(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遗失声明
广州市艾桃淘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加美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行政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殷晨
钟）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皓信电子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陈诚）各一枚，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金平区阿卜杜烧烤店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40511019072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徐春线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证件号：45250219830403****，自本
声明发布日起所有与本身份证有关事
情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广州汇生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注
册号：9144010355838922X2 经股东会决
议：将原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
减至 500 万元，请相关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权力。本企业将
向企业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遗失声明
广州市番禺龙泉大酒店有限公司遗失
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文书编号：番公
消安检字 [2013]第 0057 号）、消防安全
检查意见书（文书编号：穗公消（番）检
查 [2001]第 0171 号）等两个消防批文，
现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广东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409003247333740）经
股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 1000
万元减少至 100 万元。请相关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与本公司联系，
要求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本公
司将依法减资。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康瑞防控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 (林柯）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赛廷思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行政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章（胡丹）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兴县水台镇双吉利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 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9380003094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韶关市乡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灿峰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4058360027636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广东川广智慧城市科技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883MA55Q66U2P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伍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伍
佰万元。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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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82号

余建光：
本会已于2020年10月26日受理申请

人王天东与你方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4854 号，现定于
2021年7月7日上午10：30在广州市沿江中
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6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78号

马影红：
本会已于2020年9月22日受理申请人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花都分行与你方及杨惠冬、梁永棚、
梁永乐、广州美都置业有限公司关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3499号，现定于2021年7月6日下午4:30在
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
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3日作
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8月10
日。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31号

彭永帆：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5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合雄房地产租赁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
字第 9796 号，现定于2021年6月23日下
午5: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
店A座 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1年7月22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
间为2021年7月29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32号

杨石林：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5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合雄房地产租赁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
字第 9795 号，现定于2021年6月23日下
午17: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
店A座 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1年7月22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
间为2021年7月29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83号

汤俊豪：
本会已于2020年10月13日受理申请

人何福如与你方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4236 号，现定于
2021年7月7日上午11：00在广州市沿江中
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6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81号

丁孔贤：
本会已于2020年10月13日受理申请

人广东广恒实业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4235 号，现定于2021年 7月7日上午9：
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
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
8 月 6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1年8月13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
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480号

吴欣琳、陈焕滨：
本会已于2021年1月13日受理申请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与你方及曲敏、
广州市恒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焕荣、曲志、广
州兴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1）穗仲案字第 441 号，现
定于2021年6月18日下午4:30在广州市沿江中
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裁庭室开庭审
理，仲裁庭于2021年7月9日作出裁决，领取裁
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7月16日前。请你及时到
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3月9日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3月8日 ●●●●●●●●●●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57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4

59

197

4057

0

0

20908

29500

19700

40570

中奖情况

36选7投注总金额：609932元
中奖基本号码：34 33 03 27 23 36 特别号码：32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68322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6634

531688

中奖注数

523

867

单注奖金（元）

35

307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19588504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5227

500

100

10

好彩1 第2021057期

投注总金额：498190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80774

7014

1036

9366

6054

459

402

381

46

15

5

5

32 羊 冬 北

本期投注总额：1981716元；本期中奖总额：973268元；
奖池资金余额：2807274元。

3D 第2021057期

中奖号码 5 6 5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16

599
960
0

885
60
0
28
0
5
0
0

107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15

622960
332160

0
8850
6240
0

588
0

865
0
0

1605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超级大乐透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76142896元

1148953396.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21025期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17 23 18 30 31 10 12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1

1

50

15

168

453

11765

15134

34273

513660

5594318

基本

追加

10000000

8000000

307329

245863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0000000

8000000

15366450

3687945

1680000

1359000

3529500

3026800

3427300

7704900

27971590

基本

追加

85753485

排列3 2 5 7

排列5 2 5 7 1 8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
销量
（元）

本省
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9249692 1767364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地
中奖
注数

11357
0

34573
0
0
0

排
列
3

组选3派奖

排列5
组选6派奖

14556582 143 100000

745
0

914
745
0
5

1040
346
173
460
54
37

中奖情况

直选加奖

15713019.0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52512952.6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5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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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
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在广东
省两会期间关于广州地铁出
入口加装电梯的提案，获得了
相关省级单位的积极表态。3
月 8日，记者从负责该提案办
理的会办单位之一——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接
下来，该局拟为地铁出入口加
装电梯开辟绿色通道，将法定
30天的审批时间缩短为1天，
审批程序全部“上网”，并在电
梯加装后加强检查监督，做好
质量安全维护。

今年 1 月中旬，《羊城晚
报》关于“地铁出入口进出站

电梯配置不足”的系列报道引
发公众热议。在广东省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广东省
政协委员曾璇领衔向大会提
交了关于完善广州市地铁出
入口电梯设施的提案，建议优
先安排老城区流量大的线路
出入口开展无障碍设施建设
完善工程，并同步进行扶手或
垂直电梯安装的可行性调
研。该提案获得了30名省政
协委员联名附议，成为本届广
东省两会的热门提案。

3 月 8 日，广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告
诉记者，广州地铁出入口加装

电梯的前期工作，不在该局的
职能范围内，不过，对于电梯
后续的安装和使用环节，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专
题研究，接下来拟采取两项措
施加强加装电梯的事前、事后
监管。“一是从方便安装的角
度，在办理加装施工、使用登
记以及特种设备检验的过程
中，我们考虑开辟绿色通道，
如电梯使用登记，原来法定是
在 30 个工作日内审批即可，
目前广州市只要 1 个工作日
就可以批完，此外，审批资料
均通过网上办理，优化了办理
程序，提高了办理便利程度。

二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法》和《广东省电
梯使用安全条例》，我们会对
建好的电梯加强安全监督检
查，强化使用单位的安全主体
责任，为老百姓创造一个良好
的安全乘梯环境。”

8日，省政协委员曾璇向
记者表示，对此会办意见满意，
希望相关事项可以得到加速推
进，让更多广州市民实实在在
地受益。记者了解到，目前，关
于完善广州市地铁出入口电梯
设施的提案已交由广州市政
府、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通讯员成广
聚报道：8日，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公布2020年广州市容貌示范社区名单。据
介绍，2020年全市共57个社区参与容貌示范
社区创建工作，其中30个社区取得成功。

“十三五”以来，广州城管深化开展创
建活动，分批次组织289个基础条件差的老
旧社区，通过改善提升群众生活环境和社
区品质，成功创建150个市级容貌示范社
区，惠及群众逾280万。

羊城晚报讯 记者沈钊报道：
8日，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与百度
联手打造的Apollo Park（广州）
举行开园活动，这标志着全国首
个自动驾驶MaaS示范基地正式
启动。当天，广州科学城信息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还与百度Apol-
lo成立全国首个城市交通数字运
营商，共同探索智能交通建设的
新业态，助力广州成智能交通新
基建的标杆之城。

自动驾驶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出行即服务)平台，即自
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能将各种
形式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集成，
结合平台策略为用户推荐合适的
自动驾驶出行方式。

百度Apollo Park（广州）面
积达 3 万平米，汇聚了全球最大
的自动驾驶 MaaS 车队，可承载
多车型的智能网联应用测试，具
备远程大数据云控、营运指挥、车
辆维修与标定、产品展出等功
能。活动当天，位于园区内的全
国首个自动驾驶MaaS示范基地
正式启动，可为此前落地的全球
首个服务多元出行的自动驾驶
MaaS平台提供有力支撑。

以今年2月广州黄埔区云上

花市活动知识城分会场为例，百度
Apollo 在知识城九龙湖广场、凤
凰湖居民社区两地部署了40余辆
无人车，包括Robotaxi、Robob-
us、阿波龙(Minibus)、Apollocop、
新物种5种车型，为区域内市民提
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市民可在
百度地图、Apollo Go APP上提
前预约自动驾驶出行，感受未来科
技的便利。未来，百度将在黄埔
区、广州开发区部署上百台自动驾
驶车辆，近千个自动驾驶接驳站
点。百度的Robotaxi也将在该区
进行常态化试运营，市民在日常出
行中可体验自动驾驶。

为促进广州智能交通产业进
一步落地，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还
与百度Apollo联手共探智能交通
运营“无人区”。当天，广州科学城
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百度
Apollo 签约，成立全国首个城市
交通数字运营商。通过数字交通
运营商模式，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将率先改变过去传统交通建设的
业态，由一次性集成商模式改为持
续性运营商模式，通过贴合实际场
景持续升级的车路智行算法，提升
整个城市通行的效率，解决过去靠
人力、传统基建解决不了的问题。

全国首个自动驾驶全国首个自动驾驶MaaSMaaS示范基地示范基地

亮相广州亮相广州

图/受访者提供

地铁站加装电梯步伐加快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拟为有关环节开辟绿色通道

这30个社区“颜值”最高
有没有你家？

2020年市级容貌示范社区名单公布

这30个2020年市级容貌示范社区分别为（按得分由高到低排序）

科甲社区（白云区嘉禾街）
天力居社区（天河区前进街）
横沙社区（白云区金沙街）
三堂社区（番禺区市桥街）
东成社区（从化区街口街）
旧南海县社区（越秀区六榕街）
梯面社区（花都区梯面镇）
杏花社区（荔湾区冲口街）
四航局社区（黄埔区南岗街）
正果社区（增城区正果镇）
富丽社区（番禺区大石街）
德源里社区（越秀区洪桥街）
田心社区（番禺区市桥街）
晓西社区（海珠区昌岗街）
丽雅社区（花都区新华街）

上湾社区（南沙区南沙街）
水荫南社区（越秀区黄花岗街）
陈家祠社区（荔湾区金花街）
石桥头社区（白云区同和街）
府前社区（从化区街口街）
河东社区（增城区增江街）
水荫四横路社区（天河区沙河街）
挂绿社区（增城区荔城街）
东荟城社区（黄埔区云埔街）
同安泰社区（南沙区珠江街）
黄陂社区（黄埔区联和街）
二湾社区（南沙区大岗镇）
紫薇西社区（花都区花城街）
广雅社区（荔湾区西村街）
仁厚直社区（海珠区海幢街）

⬅ ⬇ 白
云 区 嘉 禾 街
科 甲 社 区 重
建 符 合 周 边
建 筑 风 格 特
色 公 厕 整 改
前后对比

通讯员供图
整改后

整改前

广州地铁十八号线跑出
国内地铁试跑最高速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通讯员林佳、
唐国立、陈思报道：7日，广州地铁十八号线
成功完成逐级提速试验，运行最高速度达
到176公里/小时，该时速刷新了国内地铁
试跑的最高速度记录。

逐级提速试验目的在于根据设计和相关
技术标准在规定速度范围内对系统功能、动
态性能和系统状态进行测试，研判线路达速
条件，全面检验地铁供电系统、车辆系统及轨

道系统运行的稳定性，更好地保障行车安全。
记者了解到，逐级提速期间，十八号线

电客车分别以7个速度级在番禺广场至横番
3号风井进行了往返试验，列车运行速度由
80公里/小时逐级提升至160公里/小时，并
最终达到176公里/小时，达到工程设计速度
的110%，验证了工程的安全裕量。本次提
速试验结束后，广州地铁将继续稳步推进十
八、二十二号线列车各系统间的联调工作。

176
公里/

小时！

1 月 18 日本报 A3 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