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直击
栈道木板有松动
共享单车被弃林中

天河湿地公园位于天河智慧城高唐
新建区东部、大观路西侧，背靠旧羊山，
南接车陂涌的支流杨梅河，总占地面积
约47公顷。曾用名为“大观湿地公园”，
2019 年经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申请，更名
为“天河湿地公园”。

晚 8时许，夜幕降临，记者来到公园
入口处，现场并无明确的进出口标识。
通过旁边的“智慧城综合防控大队大观
湿地公园值班室”牌子，记者才确认此处
为湿地公园所在地。除了值班室的灯
光，公园内部没有其他明显光源。

借助两侧马路的灯光和月光，依稀能
辨别人行栈道、水源、树木、木凳等现场
实物。记者偶遇市民郭女士，她提醒记
者，公园栈道有些木板不太牢固，走路的
时候要小心。郭女士家住天河湿地公园
附近，偶尔会来公园走走，“这里有一个
比较大、还不错的湖，但环湖的路没有修
通，都是断头路，所以体验感一般。”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高普路与华观路交
界，广州高科科技园旁边的绿地。栈道入口
立着导览牌，显示此处为“大观湿地公园”。人
行栈道的地板上，每隔50米会有一盏地灯。
但灯光比较微弱，部分地灯损坏没有亮光。

当晚，记者在公园绕行近一个小时，所见
行人不多，步入公园深处则看到有共享单车

“倒在”树林里。一名常来公园钓鱼的市民
告诉记者，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灯了。

城市湿地公园缺少游览照明设施，是
否符合建设要求？对此，著名风景园林规
划专家、华南农业大学热带园林研究中心
主任李敏教授表示，从安全角度考虑，城市
湿地公园一般不提倡开放夜间游览。“湿地
公园可以在主要道路节点上安装适当的照
明设备，但数量上并无特殊规定。”

李敏强调，湿地公园与一般的城市公
园性质不同，建设标准也不一样。“对湿地
公园来说，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
性是放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为市民提供
游憩活动场地，能满足白天一般的观光游
览即可。”李敏指出，湿地公园里有大量的
两栖类小动物、鸟类和昆虫等，它们在夜间
也需要休息。“过于明亮的灯光和嘈杂的活
动噪声，会破坏动物栖息的生活环境，因此
不提倡夜间游览”。

同时，李敏还谈道，对生态型公园绿地的
服务内容不能有过度期望，有些要求是无法
实现的。他特别指出，湿地公园甚至园路宽
度和密度都要有所降低，因为密集的人群活
动会对植物和动物生存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对于市民提出的湿地公园夜间光线不
足、栈道有木板松动及共享单车随意丢弃
等问题，李敏建议相关部门要提高资金投
入和管理水平，定期对园容园貌进行维护
和保洁。此外，他也呼吁市民多以志愿者
身份参与园林管理和保洁工作，有助于全
社会提高生态意识及改善公园服务。

事实上，天河湿地公园是天河区生
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天河湿
地公园于 2013 年 9 月开工，2015 年建
成，2016年7月2日正式向社会开放。该
项目总投资1.5亿元，可容纳近3000名游
客，这也是“广州首个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此前报道显示，天河科技园管委会
提出，要将湿地公园建设成为天河的生
态名片。

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
栈道木板松动、单车丢弃等问题会马上
安排人跟进处理，之后会提高管理水
平。而对于路灯不足的疑问，他们则表
示湿地公园绿道没有安装路灯，主要是
从生态景观角度考量。“地灯亮度过高会
导致反射，反而对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另
外是有野鸭水鸟安家，不利于动物休
憩。”但是，他们会维修并适当增加地灯。

同时，天河科技园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天河湿地公园一
整套标识方案，正在按流程推进中。未来，
公园里的导览、指引会更加明确、完善。

记者了解到，今年 2月，天河区出台
《推动广州天河智慧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
见》，聚焦环境品质提升，力争打造国际一
流生态景观。其中，打造四季有景的城市
大道，推进大观路门户公园、华观路中轴公
园等环境景观工程建设是接下来的目标。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
道：4月 6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印发《广州市中心六区城市道路
临时泊位设置规划（2021 年版）》
（以下简称“规划”），本次规划调
整共涉及中心六区路段 394 条，
涉 及 泊 位 数 或 可 停 放 车 辆 数
11764 个 ，其 中 全 天 准 停 泊 位
7287个。

在本次规划调整共涉及的
394 条路段中，全天准停泊位路
段 214条，总泊位共 7287 个。其
中重点区域路段53条，泊位1927
个，非重点区域路段161条，泊位
5360个。中心六区中，海珠区规
划设置全天准停泊位数量最多，共
2946个；越秀区规划设置全天准
停泊位路段92条，泊位2335个。

在专用泊位方面，本次规划
设置 30 条巡游出租车临停泊位
路段，共68个泊位。其中越秀区
4条，海珠区 12条、荔湾区 2条、
天河区8条、白云区4条，包括越
秀区豪贤路 49 号、海珠区宝岗
大道 382 号、天河区广州银行大
厦对出公厕路段等。

此外，本次规划涉及的 394
条路段中，设置夜间准停区域路
段 68 条、警车专用泊位路段 78
条、短时准停区域路段 23 条、临
停快走区域路段33条、限时临停
路段9条，整体撤销路段27条。

规划明确，中心六区城市道
路临时泊位的设置、调整或者撤
销，应根据规划实施。中心六区
城市道路临时泊位经营企业根据
相关规定继续经营的城市道路临
时泊位，待移交市交通运输局管
理后根据规划实施调整。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
员罗小敏报道：为有效遏制诈骗
案件的高发多发态势，4月 2日，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街在法治文化
公园举行以“反诈防骗人人参
与 平安沙湾共建共享”为主题
的平安创建大型公益宣传活动，
并正式成立街道反诈宣讲队。

当天成立的街道反诈宣讲队
中，1支专职宣讲队伍由派出所、
来穗中心等抽调专门人员组成，
19 支村居宣讲队伍由各村居党
员、村干部、广场大妈、小区物管
等“广州街坊”组成。他们将向群
众宣传反诈骗资料、讲解诈骗常
见的种类、常用的手法，以及识
别、防范电信诈骗的方法。

广州中心六区临时
泊位设置规划出炉

全天准停泊位

达7287个

番禺沙湾成立
反诈宣讲队

天河湿地公园照明设施缺乏，入夜游园不便？专家称——

湿地公园不提倡夜间游览
惊扰动物栖息

湿 地 公 园 设 计 理 念 主
要基于围绕活用现有资源，
实现水质净化、雨洪调蓄生
态循环。公园结合地势因
地制宜开挖出连串具有沉
淀、氧化、净化、稳定等作用
的湿地泡为海绵蓄水体中
心，与可渗透广场、可循环
材料栈道、透水绿道等共同
构 筑 雨 水 收 集 净 化 系 统 。
通过“渗、滞、蓄、净、用、排”
等综合措施，实现水体洪涝
调蓄与生态自净功能。

湿 地 通 过 大 量 低 维 护
成本又充满乡野之美的海
芋、再力花、水葱等植物，实
现吸收、过滤、稳定水质功
能，并与野鸭、水鸡等动物
相 映 成 趣 ，构 筑 起 花 谷 景
观、花园绿道、亲水栈道等
生态景观系统。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罗仕 严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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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路边导览标识仍为大观湿地公园
日前有市民报料称，

占地 47 公顷的天河湿地
公园内照明设施缺乏，入
夜后漆黑一片，市民想散
步却不敢轻易走进去。

现场究竟是什么情
况？目前的建设情况是否
符合湿地公园管理标准？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走访了
天河湿地公园，并采访了
公园管理单位及园林规划
专家—— 以免

专家介绍
湿地公园建设
与一般公园不同

园方回应
提高管理水平
标识正在制作中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
通讯员姚响摄影报道：6 日，阿里
巴巴华南运营中心项目举行入
驻仪式。

阿里巴巴华南运营中心项
目于 2016 年 6 月动工建设，2020
年 9 月竣工，总建筑面积约 13 万
平方米，主要承载阿里巴巴在华
南地区的移动事业群、智慧城市、
移动互联网上下游归集等业务领
域。

记者了解到，随着阿里巴巴

华南运营中心项目完成人员进
驻、投入使用，琶洲西区已投入
使用的项目达 7 个，已拍地未建
成的产业项目还有 30 个，其中复
星项目南地块竣工，国美信息、
国 美 控 股 、小 米 、粤 科 金 融 、
TCL、华邦控股、欧派、星河湾、
合鸿达、广铝华新、科大讯飞、粤
传媒、环球市场等 13 个项目已封
顶，腾讯、欢聚集团、广发基金、
广商中心、中远海运、广东电网
等 6 个项目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南方传媒、三一重工、树根互
联、珠江啤酒等 4 个项目正在进
行基坑施工，三七互娱、海大集
团、丸美、名创优品、方所、索菲
亚等 6 个项目均为 2020 年以后
拍地项目，正在进行设计等前期
准备。在这些龙头企业带动下，
琶洲地区市场主体实现数量、质
量双提升，截至 2020 年底，试验
区内集聚企业超 28000 家，净增
4000 家以上，营收达 2690 亿元，
同比增长 6.2%。

阿里巴巴华南运营中心入驻琶洲
琶洲西区投入使用项目已达7个

阿里巴巴华南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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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6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公布了《广州市 2021-2023 年
住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根据《计划》，
2021-2023 年，全市计划供应住
宅用地1910公顷，年平均计划供
应住宅用地637公顷。

三年全市计划供应
住宅用地1910公顷

从《广州市 2018-2020 年住
宅用地供应三年滚动计划》来看，
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普
通商品住房用地推出计划分别为
477公顷、480公顷、484公顷，租
赁住房用地推出计划分别为148

公顷、160公顷、162公顷。
对比上一份三年滚动计划，

本次《计划》提出，2021-2023年，
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1910 公
顷，全市商品住宅用地计划供应
1441公顷，占总用地的75.4%，其
中2021年、2022年、2023年推出
计划分别为 485公顷、481 公顷、
475公顷，呈逐年微减趋势；非商
品住宅用地计划供应 469 公顷，
占 总 用 地 的 24.6% ，其 中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推出计划分
别为 149 公顷、156 公顷、164 公
顷，呈逐年增长趋势。

对于今后三年普通商品住宅
用地逐年略减的趋势，广东省住房
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广州目前整体

住宅用地供应以城市更新为主，每
年招拍挂的土地供应相较城市更
新较少，“因此加上城市更新供应，
广州住房用地供应量应该仍然保
持在过去高位上，甚至略有增加，
这也符合国家提出的房产调控要
从供给侧来解决问题的导向。”

李宇嘉强调，在增量土地供应
里面租赁住房用地要增加，这是在
住房供应结构调整上的一个重大
的策略转变，土地供应将优先保障
租赁住房、保障性住房，其次才是
以招牌挂方式推出的商品住房。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同样表示，类似
租赁住房的用地给予了更大的用
地支持，符合当前租赁市场的改
革内容，具有积极的导向。从实

际过程看，后续租赁市场的发展
前景依然是较好的，类似用地方
面也会给予较大的支持。

加强地价房价联
动，稳定市场情绪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表
示，推出本次三年滚动计划是为
了确保住宅用地持续稳定供应，
稳控房地产市场。同时，广州将
充分发挥土地供应对房地产市场
的调节作用，加强地价房价联动、
优化价格指导，防范化解土地市
场领域风险。

“房价地价联动能够从源头
上降低土地出让的价格，减少地
价对房价的拉动和倒逼，这样的

话终端的房地产调控的压力就会
降低。”李宇嘉指出，过去房地产
调控压力过大，最主要原因就是
源头上的地价上涨太快，导致对
房价的拉动。与此同时，此举还
能够有效遏制地方政府饥饿式供
地，从而控制市场情绪，稳定预期。

除了加强地价、房价联动外，
广州还多渠道筹措租赁住房用
地，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从土地
供应角度加快构建多主体供应、
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的住房供
应制度，优先落实公共租赁住房、
共有产权房、复建安置房等住房
的土地供应。同时统筹利用好公
共租赁住房用地，出让商品住宅、
工业用地配建的租赁住房，促进
解决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问题。

广州公布住宅用地三年滚动计划

年均供应宅地637公顷
发挥房产供给侧调控作用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
道：6日，15届137次广州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关
于促进会展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广州市将通过系列措施进一步提
高会展业品牌化、数字化、国际化
水平，增强会展业服务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功能，巩固和提升国际
会展之都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会
展名城，广州会展业综合实力和
竞争力居于国内前列，办展场
次、办展面积连续多年位居全国
第二位。2019 年 11 月，广州出
台了《广州市建设国际会展之都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0—2022
年）》（以 下 简 称《三 年 行 动 计

划》），围绕推进广州会展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会展之都的任务，提出了九
项重点工作，包括：优化会展业
空间布局、支持广交会优化提
升、促进会展市场主体发展、培育
引进品牌展会、加强大湾区会展
合作、推动智慧会展建设、规范会
展行业市场秩序、提高口岸服务
水平、完善会展业促进体系。

本次常务会议通过的《若干
措施》共20条，涵盖了优化会展场
馆功能和布局、集聚优质会展企业
和项目、支持会展品牌化数字化国
际化发展、引进和培育会展专业人
才、优化会展公共服务等方面，从
政策上推动、保障《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的工作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
道：6日，15届137次广州市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加
快发展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产业
示范园区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工 作 方 案》）。根据《工作方
案》，到 2022 年，广州超高清视
频及数字内容产业规模超4000
亿元，主要城区将建成全国领先
的5G网络，5G+4K/8K超高清视
频将广泛进入日常生活场景。

建成全国领先5G网络

《工作方案》提出，要将广州
国际媒体港打造成超高清视频
内容生产基地，将花果山超高清
视频产业特色小镇打造成超高
清视频应用展示基地。全力创
建花果山超高清视频产业特色
小镇文旅融合发展3A级旅游景
区，力争 2022 年示范园区产值
规模超过1000亿元。加快推进
视源超高清视频产业基地、大湾
区（花都湖）5G高新视频数字创
意产业基地、广州超高清纪实视
听产业园等载体建设，推动超高
清视频生产制造等要素集聚。

到 2022 年，广州市超高清
视频及数字内容产业规模超
4000亿元。新型显示核心创新
能力和终端制造能力全国领先，
4K/8K 电视及 AR（增强现实）/
VR（虚拟现实）等新型视听产品
年产量超1000万台，8K前端摄
录设备形成产业化能力。超高
清数字内容与应用供给能力继
续保持全国领先，超高清频道建
设取得新突破，超高清视频节目
储备达2.5万小时，其中8K节目
储备1000小时，4K/8K超高清视
频收视用户终端超过300万。广
州主要城区建成全国领先的5G
网络，树立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
产业示范园区的引领标杆。

打造超高清“精品工程”

在超高清视频内容制作方
面，《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强超高

清频道建设，提高超高清视频拍
摄制作水平，推动超高清视频内
容生产。每年至少生产 2 档高
质量超高清头部综艺、2部高质
量超高清纪录片、2部高质量超
高清文艺作品，至少呈现2场高
质量超高清大型社会文化活
动。全力推动国家超高清视频
产业内容制作基地建设，组织实
施 5G+4K/8K、VR/AR/MR（混
合现实）等高新视频研发制作，
推广制作 4K/8K 高分辨率、60/
120fps 高帧率、HDR 高动态范
围、广色域及三维声的高格式视
听内容，提升受众沉浸式的视听
体验。

此外，推动超高清视频及新型
显示关键技术、核心产品的研发，
重点支持超高清面板、AR/VR等
新型视听终端产品生产项目建设。

拓展优化应用场景

在超高清视频展示应用方
面，《工作方案》聚焦超高清视频
应用场景的拓展和用户体验的
优化，实现5G+4K/8K超高清视
频从国际大会到教育、文化、医
疗、公共安全领域的广泛应用。

《工作方案》提出，将在每年
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大会
期间，在越秀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超高清视频产业国际性论坛。
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基于超
高清视频技术的沉浸式体验教
学方式。支持超高清视频技术
在文博、文旅、文创等产业领域
应用。推动超高清视频技术在
工业可视化等场景推广应用，实
现精益化和智能柔性生产。鼓
励开展基于超高清视频技术的
远程医疗等新型医疗服务。推
动超高清硬件、智能算法等一体
化的交通智能化试点应用。

同时，《工作方案》提出，将
与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共同建设广电5G核心网华南区
中心节点，高质量支撑广州市超
高清电视、5G 高新视频服务以
及相关产业集聚。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报
道：6 日，15 届 137 次广州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
作 的 通 知》（ 以 下 简 称《 通
知》）。《通知》从认定范围、认定
程序、供养标准、供养形式、生活
自理能力评估、照料服务及经费
保障等方面对广州市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工作进行规范，切实保
障特困人员的基本权益。

《通知》明确，特困人员基本
生活标准为广州市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1.6倍，且不低于所在区现
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经费由区财政全额
负担。特困人员的供养方式为集

中供养和分散供养。《通知》要求
区民政部门应在特困人员签订供
养意愿书之日起1个月内，为有
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人员落实集
中供养服务。集中供养特困人员的
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等救助供养经
费应统一支付到供养服务机构。《通
知》要求供养服务机构健全经费管
理和使用制度，确保专款专用。

根据《通知》，区民政部门要
确保同评估、同服务，按照本市老
年人照顾需求评估及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政府采购相关要求，落实
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评估与照
料护理服务工作，特困人员照料
护理服务原则上由特困人员居住
地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平台提供。

进一步加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广州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6倍

广州加快发展国家超高清视频创新产业示范园区

明年5G+4K/8K超高清视频
将广泛进入日常生活

广州推出20条措施
力促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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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人员认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14号），依法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群体包括
具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
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等条件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
成年人。经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的，视为无劳动能力；申请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获得广州
市支出型贫困医疗救助待遇12个月内的，视为无履行义务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评估
特困人员认定程序与生活自理能力评估程序由区民政部

门指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
评估参照广州市老年人照顾需求评估的要求办理，残疾人生活
自理能力评估参考《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GB/T26341-
2010）标准，一、二级智力、精神残疾的特困人员，可认定为全护
理（全失能）；三级智力、精神残疾的，可认定为半自理（半失
能）。多重残疾类别的特困人员，或已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的
特困人员，以其最重类别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