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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琶洲将

添超高层大厦。 日前，琶洲会展大厦勘

察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开始招标。 记者

了解到，该项目位于琶洲会展中心西南

侧，南丰汇西侧，总用地面积约22938平

方米， 主要建设琶洲会展大厦综合楼，

配置写字楼、配套商业等功能，北边超

高层塔楼高度约为250米，暂定2019年4

月15日开工。

项目概况

东北角距离新港东地铁站仅

150

米

据了解，琶洲物流轮候区设置在会

展华南快速路以东、 新港东路以南、南

丰汇以西、 凤浦路以北的金戈顿地块，

用地22938平方米， 地块东侧拟建会展

大厦，西侧拟建物流轮候大楼。 其中，琶

洲物流轮候大楼项目已经公开招标，会

展大厦项目采用公开出让方式由社会

主体投资建设经营。

项目周边地块交通条件优越。 道路

形态为“两横两纵”干道网络格局，其中

“两横”为新港东路和凤浦路；“四纵”为

华南快速干线、会展南一路。 地区道路

方面， 项目可紧密接驳外围阅江路，科

韵路，支路网体系较为完整。 地块东北

角点距离新港东地铁站约150米。

场地现状为安城驾校训练场地和

金戈顿足球公园，地面建筑仅有少量临

时建筑。 项目用地已由广州市土地开发

中心完成收储，场地开发条件较好。 计

划施工工期620日历天，暂定2019年4月

15日开工。

建设内容

主楼建筑高度超过

200

米

本项目主要建设琶洲会展大厦综

合楼，配置写字楼、配套商业等功能，主

楼建筑高度在200米

（ 不含本数）

到250

米之间。 琶洲会展大厦包括两栋高层建

筑，南低北高。 北边超高层塔楼高度约

为250米，地上57层，计容面积约80000平

方米，主要功能为办公。 南侧的副楼计

容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地上8层，主要

功能首层为商业，其它为办公。 会展大

厦塔楼与副楼之间通过连廊相接，围合

成一个内向型的景观内庭院。 景观庭院

的面积约1500平方米。

本项目于基地两个不同方向设置

通向城市道路的出口, 以减少地面交通

流线交叉。 在会展南一路、凤浦中路上

总共设置了3处机动车出入口， 与市政

道路相接。 机动车主要停车设于地下

一、二层的地下机动车停车库，共设置

机动车停车位618个， 其中小汽车停车

位562个，小货车停车位46个，装卸车位

10个。

景观绿化

与琶洲整体现代风格相呼应融合

用地北侧为开阔的广州会展公园，

面对珠江有极好的视线效果。 项目南侧

有黄埔涌，北侧有珠江，江景资源条件

优越。 公园景观资源也非常丰富，北侧

有广州会展公园， 东南侧有大屯围公

园。 大厦塔楼面宽需做到规划条件允许

的最大面宽，充分利用江景资源。 同时，

办公空间要满足良好的自然采光、通风

需求。

规划绿地面积约2293.8平方米 , 绿

地率为10%。 项目的绿化形式主要为地

面绿化，主要结合会展大厦办公区域设

置绿化景观。 结合物流轮候大楼实际使

用功能，物流轮候大楼地块内主要以硬

质铺装为主，局部点缀绿化小品。 在会

展大厦高区避难层及屋面，结合天面花

园的形式，增加空中绿化景观。

设计方面，要求拥有自然性、创造性

的办公景观，突出情调、品味、浪漫、休闲

的广场空间，打造城市梦想空间。具体到

建筑造型， 会展大厦的建筑立面造型及

建筑风格简洁大方， 与琶洲整体现代风

格相呼应融合。 建筑主体色调采用明快

色调为主， 反映时尚感及象征高档办公

的理念。 物流轮候大楼部分立面设计采

用线性语素， 以水平连续的造型呼应平

面规整的设计手法， 意图以最统一的姿

态充分融入周边城市环境空间， 结合垂

直绿化，为城市带来绿色生态气息。

超200米高会展大厦拟下月开工

配置写字楼、配套商业等功能，北边超高层塔楼高度约为250米

2019桂粤科技创新合作推介会举行

广西140个项目广东寻合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谢远儿 ）

3月11日，2019

桂粤科技创新合作推介会在广州举行，

广西就大健康、大数据、向海经济等多

个领域、 共140多项合作需求进行了发

布。 据悉，当天现场达成了30多项合作

意向，6个项目完成签约。

广西正全面推动“东融”

推介会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与广东省科技厅联合举办，广西博士海

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博士创新发

展促进会等协办。 据广东省科技厅党组

副书记、副厅长龚国平介绍，广东、广西

的科技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

会”等科技交流平台，两省区积极组织

本地科研机构、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交

流互动，取得了丰富成果。 据不完全统

计，仅2017年，两省区实现技术交易100

项，技术交易金额高达4747万多元。 广

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厅长、中国—东盟

技术转移中心主任曹坤华表示，广西正

全面推动“东融”开放发展，主动融入珠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地区，特别

是与广东进行全面深度对接。

6

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围绕大健康产业(

中医药

)、大数据

产业(

数字经济

)、新制造产业、新材料产

业、 新能源产业和向海经济产业等领

域，曹坤华发布了广西重点技术合作需

求，并解读了广西最新的科技创新合作

政策。 当天，广西三诺电子有限公司、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华

南理工大学等分享了在广西投资和开

展科技创新合作的成功经验。 梧州市科

技局、广西大学等分别介绍了创新政策

和合作需求。

在推介会的“一对一”对接洽谈环

节，117家广西科研机构、 企业携带140

多项重点合作需求， 与参会的200余家

广东机构、 企业进行了现场对接洽谈。

桂粤两省区的机构之间达成了30多项

合作意向， 现场有6个合作项目进行了

签约。

信息时报讯（记者 奚慧颖）

记者昨

日获悉，广州市工信局印发实施《关于

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的通知》

（ 以下称 《 通知》

），

提出了部分鼓励措施。

为加强充电装置的管理，《通知》明

确，凡在本市安装、使用的充电设施产

品应当符合国家产品标准的要求，需取

得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

CNAS标识的标准符合型合格报告；属

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还应当取得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而且，对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实

行信息录入管理。 在广州行政区域内开

展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业务的企业均应

将企业信息录入广州市充电设施智能

管理平台。 并鼓励鼓励自用充电设施将

信息录入管理平台。

同时，《通知》也提出了一些优惠措

施，如在既有停车位、加油加气站、企业

自有用地等增加安装充电设施（含框架

式、集装箱式换电设施），可以免于申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但应满足消防、

安全、市容环境、景观等相关要求。

此外，还将制订本市相应的财政支

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充电设施建设项

目给予适当补贴。 申请充电设施财政补

贴资金扶持的企业还应符合以下三个

要求：已按要求在管理平台上进行信息

录入的企业；所建充电设施均已录入管

理平台，并由平台运营商出具平台录入

报告。 在广州市已建成并正常营运的充

电设施总功率不少于2000kW。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

讯员 郑天乐 刘海川 张毅涛）

昨日，

广州市公安局在南沙召开全面推进

南沙新警务改革动员部署大会，动

员全市公安机关形成可复制、 可推

广的开放性引领型警务运行机制，

带动广州现代警务走在全国前列。

据悉，为做好该项改革，市公安

局于去年 1 月 9 日成立了南沙新警

务改革领导小组。以体现“警务指挥

扁平化、公共区域防控动态化、队伍

建设专业化、犯罪预防预测精准化、

警务勤务服务标准化、 湾区警务国

际化”的“六化”要求为设计思路，历

时一年出台了《南沙新警务改革若

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 以下简称 《 框

架意见》）

，旨在通过 3 年计划（2018

年至 2020 年），从警务理念、警务组

织结构体系、警务指挥体系、运行体

系及保障体系等各方面全面改革。

根据《框架意见》的部署，此次

改革主要涉及3大方面20项主要任

务。其中警务管理体制改革，将借鉴

国

（ 境

）内外先进警务经验，形成南

沙“两级架构，三个层级”的新警务

管理体制。警务运行机制改革，主要

包括科学划分警务辖区， 建立以警

情流转为核心的警务运行机制。 建

立以规则体系为主导的警务行为标

准机制。 建立警务单元动态组合机

制。 建立专业规范的警务合作协作

机制。探索建立空域警务管理模式。

市公安局推进

南沙新警务改革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有望获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