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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可以买岛了！昨日，广州市

政府部门举行定期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报

了2019年广州在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的

“大动作”。记者还获悉，广东省已实施无居

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广州6个“无人

岛”出让，面积最大的大虎岛约100公顷。不

过， 海岛开发必须符合海岛保护和利用规

划要求，严禁用于房地产开发用途。

6海岛严禁用于房地产开发

日前，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的《无居民海

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 已进入实施阶

段。《办法》明确了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

用，也明确了有关的条件。 那么，广州有没

有海岛“待售”呢？

记者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广

州市海域内共有大

蠔

沙、大虎岛等9个无居

民海岛。 其中，大

蠔

沙、大虎岛、上横挡、下

横挡、凫洲和舢舨洲等6个岛屿曾在2011年

被列入国家第一批可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

名录，舢舨洲规划为“公共服务用岛”，其余

5个为“旅游娱乐用岛”。

面积最大的大虎岛“卖相”最佳，约100

公顷，还是广州南大门的重要地理标志，名

气也比较大，同时，岛上地形多样，又无码

头、道路，开发难度也非常大。总体而言，这

6个海岛面积狭小、 生态群落独立而脆弱，

其开发实行“保护优先、适度利用”的原则，

严禁破坏海岛自然地形、地貌的开发活动。

按照《办法》规定，单位和个人想成为

“岛主”必须按照政府编制的海岛保护和利

用规划， 对拟开发的海岛编制详细的开发

利用具体方案和项目论证报告， 经专家充

分论证认可，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可取

得无居民海岛使用权。

同时， 拥有了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也

绝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开发、无序开发，必须

符合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要求，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接受

政府部门的监管， 严禁用于房地产开发用

途。

价格方面则是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

尤其是以财政部2018年3月印发的《调整海

域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 为依据，

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考虑无居民海岛的地理

位置、 开发方式以及无居民海岛的附近的

土地的基本价格综合来进行考虑。 按照不

同的用途， 无居民海岛使用的最高期限也

各有不同，比如规划为“旅游娱乐用岛”，最

高期限二十五年。

临江大道缓跑径向东延至科韵路段

广州是岭南园林的发祥地， 更是创新

地。发布会上，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

吴敏介绍， 今年将深化提升一江两岸三带

景观。不仅将对二沙岛体育公园全面升级，

临江大道缓跑径还要再向东延伸从华南快

速至科韵路段，形成总长6公里的户外景观

缓跑径， 让市民能在花繁叶茂的滨江绿带

中锻炼身体。

同时， 还将整治提升西堤6万平方米，

沙面岛39.1万平方米，包括街区环境提升、

照明设施升级、建筑风貌整治、交通系统优

化、水环境治理、建筑活化利用和园林绿化

品质提升等。 其中， 绿化品质提升工作包

括：打造沙面北侧缤纷烂漫花境带；突出建

设核心区典雅花园， 放置花篮、 花钵和小

品，增加艺术氛围和历史感；南侧建设花园

客厅，形成大树+草坪的活动空间。 此外，

把5条次级街道同步建设为林荫散步道。

营造“花城”花景方面，今年计划增加

种植开花乔木5万株，建设10个赏花点。 公

园打造以花为主题的“一园一品”，形成月

月有花、处处有景、各具特色的广州赏花地

图。

广东实施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

广州有6座海岛待“岛主”

大蠔沙、大虎岛（最大，约

100

公顷）、上横挡、下横挡、凫

洲（最小，仅

1.2

公顷）、舢舨洲

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岛屿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吴 瑕 ）

“乐享亚洲美食， 品味千年花城”，

今天， 汇集了亚洲多国美食和文化

的“广州亚洲美食节” 正式拉开帷

幕。 围绕这一饮食文化的盛会， 海

心沙亚运公园也将上演一场精彩纷

呈的文化文艺展演。

据悉， 本次“亚洲美食节文化

文艺展演” 以“我们的亚洲， 我们

的城” 为演出主题， 由广州市人民

政府、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指导，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广东

广播电视台、 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承办。 展演将于 5 月 16

日至 22 日上演 7 天， 演出时长约

为 1 到 1.5 小时， 每晚 20:00 开演。

有兴趣的市民， 可以登录大麦网或

者大麦 APP 购票。

作为一次为国际社会所瞩目的

高规格演出， 本次展演遵循国际

性、 国家性、 主题性、 文化性、 地

区性基本原则， 由广州国际灯光节

主创团队锐丰文化及广东广播电视

台精心创编。 为实现演出效果， 特

别运用 LED 柔性屏， 打造以木棉

花为视觉形象， 极具舞美造型的炫

酷舞台。 整体演出由极具视觉震撼

的开场灯光音乐秀， 以及演出规模

多达 700 余人、 融入各亚洲国家艺

术内容的开幕式和主宾日专场文艺

汇演两大部分组合而成。 每晚各具

风格的精彩演出， 从文化层面提升

广州“美食之都” 品牌国际影响

力， 展现中华美食文化兼容并蓄的

博大胸怀， 推动形成亚洲美食文明

大发展、 文化大交流、 人民大联欢

的盛世景象。

灯光音乐秀共分三个篇章呈

现， 分别为第一篇章： 珠江水长

粤色天香； 第二篇章： 品味中国

世界共享； 第三篇章： 亚洲盛宴

文明辉映。 开场灯光音乐秀将通过

科技灯光、 数控激光、 多维度扩声

系统设备， 联动 8 块 LED 帆屏，

以水为核心意象， 以美食为呈现要

点， 以粤港澳大湾区美食和文化、

中华美食和文明、 亚洲美食及文明

三个维度， 呈现“和合亚洲， 味聚

广州” 的主题内涵。 这场大秀， 也

是对广州创意花市海心沙灯光音乐

会的升级和拓展。

现场文化文艺展演， 将融入亚

洲各国各具特色的文化艺术演出。

以歌舞、 戏曲、 杂技等多品类节目

表演， 打造开幕式及日本、 韩国、

泰国、 印尼、 尼泊尔、 印度等多国

主宾日活动。 将共享共鉴的亚洲文

化， 和合共生的中华文化， 深广包

容、 创新活力的广州文化及丰盛绚

烂、 潮流灿烂的城市风貌以文化传

承、 美食荟萃为一。 在和灯光音乐

的完美衔接中， 展开关于岭南文化

和亚洲国家元素的悠然画卷， 呈现

一场独具亚洲文化特色的文艺展

演， 让与会嘉宾、 境内外游客充分

领略亚洲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广州亚洲美食节开幕

今晚海心沙上演国际级文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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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和个人想成为“岛主”必须按照政府编制的海岛保

护和利用规划。

●

严禁用于房地产开发用途。

5

月

16

日 开幕式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113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开幕式文艺汇演

5

月

17

日 日本主宾日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107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专场文艺汇演

5

月

18

日 韩国主宾日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70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专场文艺汇演

5

月

19

日 泰国主宾日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70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专场文艺汇演

5

月

20

日 印尼主宾日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 107 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专场文艺汇演

5

月

21

日 尼泊尔主宾日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 107 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专场文艺汇演

5

月

22

日 印度主宾日

开场时间：20:00

演出时长：约 70 分钟

演出内容：灯光秀+专场文艺汇演

番禺区

南沙区

凫洲

上横挡

下横挡

大虎岛

大蠔沙

舢舨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