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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州

积水工地彻底改造

走进马庄巷社区，最吸引
人注意的就是社区公园，居民
在这里散步健身、聊天说笑，
享受着惬意舒适的生活。欧
育善介绍，该公园以前是一块
烂尾建筑工地，长期处于闲置

状态，“以前积水多、野生植
物多，蚊虫肆虐，卫生环境非
常恶劣。”

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广州市、区有关
部门先后分两阶段对马庄巷
社区公园及周边地块开展环
境改造提升工作。越秀区城
管部门拆除马庄巷社区公园

周边违法建筑及围墙面积达
9000 平方米，指导街道为闲
置工地增植复绿，完善了照
明设施。

据统计，马庄巷社区闲置
空地改造面积达 4033 平方
米，修补翻新破旧的建筑外立
面 4000 余平方米，建设社区
党群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图书馆等，还修建了长约
200米的环形漫步道。

“现在这里大变样了，我
们每天饭后都会来这里散
步。绿化环境优美舒适，旁边
还新建了图书馆，小朋友都很
喜欢。”住在附近的刘女士介
绍，马庄巷社区的改造提升回
映了居民反应强烈的问题和
诉求，让原本荒废的场地空间
重焕生机，成为社区居民的新
去处。

社区改造大家商量

烂尾工地何以大变样？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在社区
培育提升过程中，马庄巷社区
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大平台
收集民意，做到问计于民、服
务于民，提高了居民对社区容

貌培育提升工作的知晓率，居
民参与公共卫生维护和市容
环境卫生整治的主人翁意识
提升。

线上，马庄巷社区利用
“越秀人家”微信小程序和社
区居民微信群，发布培育容貌
品质社区倡议书和培育提升
工作动态等信息共128条，邀
请居民共同参与和监督社区
建设提升过程，同时征集居民
意见建议共 28 份，社区对每
一份意见都作出了回应。

线下，社区张贴创建容貌
示范社区宣传报 29 份，入户
走访派发倡议书和宣传资料
2623份，召开“培育容貌品质
社区”座谈会、宣讲会共5次，
多位居民代表在会上畅所欲
言，并共同探讨社区改造过程
中40多宗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洪桥街党工委培育容
貌品质社区工作领导小组的
带领下，马庄巷社区打造出

“地面干净、立面整洁、秩序
井然、环境优美、居民满意”
的生态人居环境，街坊们的家
门口正在悄悄变美，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
切实增强。

广州要帮白鹇等建立精子银行
为了与重点野生动物长久相伴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春炜

图/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除署名外）

据介绍，根据广州近年来
已完成的综合性陆生野生动植
物资源本底调查，记录到陆生
脊椎动物457种，陆生野生植物
有维管植物3515种。其中两栖
动物1目7科28 种；爬行动物
2 目 16 科 64 种；记录到鸟类 18
目68科307种；兽类记录到6目
15科58种。本次调查中，新增
一种中国新记录——卡氏伏
翼，一种广东省新记录——黑
头鹀。

植物方面，调查记录到广
州市维管植物 231 科 1366 属
3516种，其中野生本土植物206
科1037属2705种，包括石松类
和蕨类植物有25科78属175种
（PPG I 系统），裸子植物 5 科 8
属共10种（克氏系统），被子植
物 177 科 949 属 2520 种（APG
IV系统）。

随着调查力度的深入，越
来越多的物种被发现，调查人
员发现 117 种植物在广州市有
新分布，其中包括1个新记录科
——霉草科（大柱霉草 Sciaph-
ila secundiflora）以及石灰岩地
区的1 个新种——连平报春苣
苔 （Primulina lianpingen-
sis）。同时，消失近 60
年的飞瀑草（Cladopus
nymanii）在从化地区
也重新被发现。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楠、董
柳，通讯员关维、陈玲报道：5
月 17 日，“广州行政争议调解
中心”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揭牌成立并在两级法院启动
运行。调解中心由广铁两级法
院与广州市委政法委、市司法
局等有关方面共建，通过强化

“院地联动”、各方参与，打造
多元高效实质化解平台。

目前，调解中心已有10名
首批特邀调解员和专职人民调
解员进驻。按照调解中心工作
规则，调解员将在法官指导下
对起诉到广铁两级法院的行政
诉讼案件开展全流程协调化
解。调解成功的案件，由法院
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出具司法
确认书或调解书。调解不成但
事实清楚且法律关系明确的案
件分流至行政速裁程序审理，
确属疑难复杂案件的进入精细
化审理程序，因案施策，推动行

政机关依法履职，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

广铁中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称，广铁两级法院将充分发挥
调解中心作用，切实形成行政
争议多元化解合力。用心用情
用力保障民生，服务地方发展，
有效引导行政纠纷各方当事人
坦诚相见、平等对话，实现行政
争议源头化解。加强改革创
新，把调解中心建设与集中管
辖改革、行政审判速裁改革以
及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改革等有
机融合，为广州市域治理现代
化提供更加系统高效的实质解
纷模式。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自
2016年以来，广铁两级法院充
分发挥集中管辖改革优势，强
化“院地联动”，积极探索完善
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至今
已促成 5000 余件行政诉讼案
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实
习生张小悦摄影报道：“同学们
知不知道吃药时是仰头吞比较
好还是低头吞比较好？”“有没
有小朋友了解 AED？”5 月 19
日，由广州市文明办指导，越秀
区红十字会机关、越秀区文明
办、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联合主办的“救在身边 校园
守护”——2022 年越秀区应急
救护进校园活动在越秀区朝天
小学举行。活动现场成立广州
市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校园应
急救护实践点。

一堂生动的急救课拉开了
越秀区应急救护进校园活动的
序幕。活动当天，志愿者通过
模拟梗塞，将伤者类型分为小
朋友和大人，分类讲解如何施
救。课堂内放置着多个人型模
特，帮助同学们更好地体验如
何施救。朝天小学六年级的何
瑞峰说：“我们今天主要讲了心

肺复苏救援和被异物呛到的情
况。我觉得学到的这些知识可
以伴随一生。”

朝天小学校长孔虹跟同学
们一起参加实践课。“这个实践
点，能更好地让孩子们学会应
急救护技能。当孩子们走出社
会时，遇到问题能够有应急思
维，基本知道如何处理。”孔虹
说。据介绍，这一校园应急救护
实践点在朝天小学将先行先试，
通过构建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志
愿组织，进一步提升在校师生的
紧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当天，越秀区红十字会向
越秀区朝天小学捐赠了一套自
动体外除颤仪（AED），据悉，这
也是越秀区第一台投放于中小
学的AED。越秀区红十字会秘
书长叶鸿表示，如果能提前了
解AED的使用方法，在公共场
所发生心脏骤停事件时，能极
大地提高院前急救成功率。

羊城晚报讯 记者高焓、
鄢敏报道：5 月 19 日，羊城晚
报记者从广州科技活动周新
闻通气会获悉，2022年广州科
技活动周（以下简称为“科技
周”）将于 5月 21日至 28日举
行，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市
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科学
技术协会等部门共同主办，将
为广大市民带来370余场形式
多样的科普活动。

今年科技周的主题是“走
进科技 你我同行”。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云端寄语，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迎军、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耀光、徐义刚等 7位科技工
作者将作为“科普爱心大使”
共同出席……5月 21日上午，
科技周开幕式将在广州越秀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市民有机
会在现场“追星”科技大咖。
此外，开幕式外场还将设置广
州科普成果展等。

走 进 元 宇 宙 是 什 么 体
验？5月21日、22日前往广州
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在线下打
卡广州创新科普嘉年华系列
活动，问题迎刃而解。羊城晚

报记者获悉，这是科技周的重
点品牌活动，目前已举办6届。
市民还能畅游“走进元宇宙 颠
覆视界”等七大特色展区。

线下体验意犹未尽之余，
市民还可畅游云端科普世界、
抽取“科普大礼包”。据了解，
创新科普云端嘉年华依托“广
州科普资源”微信小程序搭
建，已于5月 14日上线。市民
可以在指尖的互动游戏中“担
任”天宫二号建造师、人工智
能指挥官。

5月21日晚，全市29个场
所还将开展“科学之夜”活动：
走进夜晚的广州海珠国家湿
地公园，在月光下观察昆虫、
两爬、蜗牛、睡莲等湿地动植
物；来到广州动物园，在专业
老师的指导下掌握动物辨识
技巧；还可以在广东科学中心
展馆逛“科普夜市”……

此外，5月 21日还将举办
科技开放日。全市 11 个区
162 家科普基地、高等院校及
单位线上线下多渠道开放，如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
吸健康科普基地将组织实验
室参观及专题讲座等。

2022 年 5 月 22 日是第
29个国际生物多样日。为呼
应《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
题，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宣传主题为“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近日，羊城晚报
记者从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官方网站获悉，广州生物多样
性保护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为
广东省省鸟白鹇等重点野生
动物物种建立精子银行。

据了解，广州将进一步完
善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
间联席会议制度，推进野生动
植物资源调查和监测，建立外
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及风险
管理机制。加强野生动植物
行政执法，加大打击非法猎
捕、收购、出售、运输、利用等
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
行为力度。

对野生动物保护与资源
恢复措施也将进一步加强，包
括加强野生动物物种救护与
繁育，实施开展华南虎、白鹇
等重点野生动物物种保护工

程，建立华南虎繁育研究基
地、白鹇等重点野生动物物种
精子银行及濒危野生动物种
质资源库。大力推进广州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建设，全
面提高野生动物救助与保育
水平。

广州还将大力开展濒危
物种种群复壮与野外重引入，
开展华南虎、水獭等物种的野
化训练与白鹇等动物野外放
归工作。加强虎、长颈鹿、亚
洲象等野生动物专用饲料研
发，提高圈养野生动物的繁育
率与健康率。

近年来，随着广州中心城
区自然环境的逐步改善，鸟类
群落多样性也逐步增长，如今
调查记录到的野生鸟类达307
种。白云山涧、珠江河网、荔湾
湖畔、湿地沙洲，许多久违的生
灵重新回到市民身边。“常住居
民”留鸟与日俱增，中心城区常
见“草滩沟溪见鹭舞，青山绿水
闻鸟鸣”的宜人场景。

羊城晚报记者获悉，广州
水鸟生态走廊还将进一步得
到建设加强。据介绍，广州将

充分发挥广州在珠三角地区
水鸟生态廊道的重要作用，围
绕“一横、两纵、多支、多点”的
空间布局，通过植物优化、生
境营造、观鸟设施建设、科普
宣教基础设施建设、科普教育
活动宣传等措施，改善水鸟栖
息生活环境。

到 2025 年，将打造 11 条
水鸟生态廊道，营造 17 处水
鸟生态廊道节点，建设自然
教育基地（水鸟科普类）9处，
建立水鸟监测样方14个。

今年新春，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科学研究院成功选育矮
牵牛新品种“广州 1 号”。首
次布展反响热烈，往来游客被
美丽、新奇的“广州1号”矮牵
牛所吸引，纷纷驻足观赏拍照。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新
品种或陆续有来，市民关注的
乡土树种将得到进一步保
护。据了解，广州将持续开展
全市林木种质资源调查工作，
对主要造林树种、重要乡土树
种以及珍稀濒危树种开展林
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工作。

加强桫椤等重点野生植物物
种的保护和野生水松、观光木
等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育、
复壮工作。

相关部门还将与广州市
林业和园林科学研究院、华南
植物园 等 科 研 院 所 紧 密 合
作，积极推进国家花卉种质
资源库和长期科研基地建
设，开展观赏植物种质资源、
兰花种质资源及优良林木种
质资源研究与开发，加快成
果转化，推动选育出的优良
树种及早应用到生产中。

动物界的“精子银行”又叫“冷冻动
物园”。多年之后，世界上的许多濒危
动物可能会灭绝，届时，把“冷冻动物
园”里的“种子”解冻并人工授精，就能
让濒危动物起死回生、延续物种。据介
绍，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资源越来
越少，遗传多样性就会丢失，而精子内
有丰富的基因资源，冷冻精子可以增加
物种的遗传多样性。

“以前这里是一块烂尾
建筑工地，在培育容貌品质
社区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对
这块地进行了改造提升，现
在社区大变样了！”5 月 17
日，广州市越秀区马庄巷社
区居委会党委书记欧育善指
着眼前景色宜人的公园向羊
城晚报记者介绍道。在这个
刚被评定为广州“2021年市
级容貌品质社区”的社区里，
居民共同参与和监督社
区的建设提升过程，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也油然而生。

初次见面

久别重逢
广州野生动植物

连连“上新”

家底家底秀

将建立华南虎繁育研究基地等

将打造11条水鸟生态廊道

培育保护乡土树种新品花卉

烂尾工地变身宜人公园！ 居民助推广州这个
老社区旧貌换新颜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通讯员 成广聚 欧斯琪 吴春丽

动物精子银行

VS

D知多知多

马庄巷社区公园改造提升前后

广州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

对行政诉讼案件
开展全流程协调化解

越秀区成立全广州首个
校园应急救护实践点

近距离见院士 深体验元宇宙
广州科技活动周明日启航，有370余场活动

志 愿
者辅助学
生学习心
肺复苏

▼流花湖公
园 里 水 鸟
成群

▶ 广 州 动
物 园 里 的
华 南 虎 大
受欢迎

广东省鸟白鹇近年时常与群众见面 许庆彬 摄

广州的水鸟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