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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广大宣）

“在广州大学没有保险柜，没

有人能担保你们每个人4年后都能从

这所大学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

昨日， 广州大学举行2019级本科新生

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会。 广州大学校

长魏明海告诫同学们，要努力求知、奋

发向上，不要把大学当做成长的温床，

抛掷学业、散漫玩乐。 据悉，广州大学

2019届本科毕业生只有90%的人拿到

学位证。

魏明海在现场告诉广大新生，学

校2015年入学的本科新生总共有7627

名，四年之后，也就在今年的六月底，

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同学只有6848

人。“也就是说，大约只有90%的本科生

能正常顺利毕业。 ”其中，比例最高的

学院也只有96.4%，最低的学院还没达

到80%。

据悉， 今年广州大学共录取本科

新生7600余人， 其中理工类占比约

60%，文科类占比约30%，艺术体育类

占比约10%。 在今年的新生中，2000年

以后出生的占主体，有6600多人，占比

约90%，预示着广大全面迎来“00后”时

代。 在校长和导师们给全体新生送上

殷切寄语后，7600多名新生将开始为

期14天的军训生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林茹彬）

赤岗

街道“奋斗韶华”党建基地揭牌仪式暨

“思享会”昨日举行，这个位于 T.I.T 创

意园的党建基地，作为“红房子党建”

的一项重点内容。 团省委、省青联、海

珠区委、团区委、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及赤岗地区企事业单位及 T.

I.T 创意园区青年代表等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 赤岗街道党工委书记

赵虎为活动致辞。 赵虎表示，“奋斗韶

华”党建基地是为促进青年人学习、交

流、 参与社会实践而专门打造的党建

阵地。 基地揭牌后将定期邀请省市区

青联委员、有成就的社会人士，积极参

与青年“思享会”，向青年分享青年创

业体会、个人成长经历、人生感想经验

等，并现场与青年互动交流。

在全体人员的见证下， 与会领导

为“奋斗韶华”党建基地揭牌。 随后“奋

斗韶华” 领路人戴斌向参与活动的青

年代表分享个人成长故事， 并与他们

进行互动交流。 戴斌生动讲述自身如

何树立远大志向，通过钻研讲课技巧、

积累讲课经验，成长为优秀讲师，而后

又如何通过大胆创新、勇敢拼搏，一步

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名成功创业者的

奋斗经历， 赢得青年代表们的阵阵掌

声。

参加活动的青年代表郑龙威表

示：“戴老师的分享风格诙谐幽默、讲

述生动有趣，给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要

学习他努力奋斗的精神， 在今后的工

作中付出更多努力，强化自身本领，为

社会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许浩程）

昨日下午

三点，广州下起大雨，刚好将大都市鞋城拆

除中钩机勾起的扬尘抚下。 据了解，根据广

州市政府的发展规划， 位于解放南路 88 号

的原大都市鞋城本体建筑的使用期限已经

到期，并且是违建工程。 因此，越秀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依法对此进行拆除。

大都市鞋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都

市鞋城管理方已经给新业主们提供了位于

三元里的 O2O 国际皮革五金城，作为整体

搬迁的新场地，并且尊重驻场客商其余场地

的选择。

曾有近180个国家和地区客商来采购

昨日，记者来到大都市鞋城原址的拆迁

现场发现，现场已经是一片断壁残垣。 四台

挖掘机同时施工，将原本写着鞋业招牌的商

铺一一拆除，大量钢筋裸露，只剩下一个掉

了漆的“卸货区”的招牌，象征着这里往昔的

车水马龙，上下楼的电扶梯装置也被拆卸下

来，已经生了锈。 在路边还有洒水车持续不

断地洒水降尘， 城管执法队员摆上“雪糕

筒”，防止路人靠近，临近的一座解放南路天

桥靠鞋城的一侧也被围蔽起来。

记者走访得知，在 7月 24日，越秀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大都市鞋城全体商户

发出《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和《公告》

通知，告知将在 2019 年 8 月 16 日拆除大都

市鞋城。 而大都市鞋城此前已经被广州市

政府确定为违章建筑。 由于不是拆迁，所以

政府对商户们不予以安置。 对于涉及各种

的问题，政府将会组成工作组，进行协调协

商处理，鞋城原址将开工建设永久大厦。

商家黄先生告诉记者，大都市鞋城是在

1999 年开始营业的， 当时属于临时性的商

用地，期间不断进行续约，鞋城的规模也不

断扩大，鞋城占地 2 万平方米，临街式商铺

800 多个，成为珠三角地区知名的龙头鞋业

现货批发市场。

据调查，珠三角地区 90%的鞋类零售商

都曾到过大都市鞋城采购。它还开辟了珠三

角地区鞋类产品现货批发的国际贸易先河，

世界上近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广

州大都市鞋城采购。

提供新的整体搬迁地，商家们多向分流

在拆迁地的停车场门口，可以看见一张

黄色的搬迁通知：现大都市鞋城已整体搬迁

至三元里粤侨大厦经营。 地址：越秀区三元

里大道 165 号。在大都市鞋城官方公众号也

写明了： 为了响应广州市政府的发展规划，

为了未来进一步建造一体化商业综合体，位

于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88 号的原大都市

鞋城正式进入拆迁阶段，广州大都市鞋城顺

利搬迁至位于广州三元里的 O2O 国际皮

革五金城

（属粤侨大厦）

。

面对选择， 商家们呈现了不同的选择。

从温州来此经营鞋业 10 年的曹先生表示，

大都市鞋城提供了新的场地，跟随着大部队

进驻有利于形成产业化的规模，虽然地方的

区位优势会减弱，但批发市场向城市外围进

行迁移是这几年来主要发展方向。另外一名

商户邓小姐则选择留守，在隔壁的海印缤缤

广场租下一个三楼的铺位，“我们的熟客都

习惯了来解放南路拿货，大都市拆了确实对

我们的经营有所影响，但长久以来，这个地

方周边已经形成完整的鞋业生态圈，缤缤广

场后续还会成立一个三楼和四楼的鞋业专

区”。据商户透露，广州世贸服装城和新华鞋

城也是商户的选择之一。

大都市鞋城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在三

元里准备了新的产业园区给商户，已有多数

商户入驻， 但同时尊重其他商户的场地选

择。

广大校长：

2019届本科毕业生仅90%拿到学位证

赤岗街“ 奋斗韶华”党建基地昨挂牌

经营20年，大都市鞋城拆了！

商家多向分流，大部分搬往三元里O2O国际皮革五金城

目前大都市鞋城大部建筑已被拆除，拆除工作仍在进行中。

信息时报记者 许浩程 摄

1999

年

5

月

建7306平方米临时商铺，使用期至2010年10月20日。

2004

年

8

月

经批准建1490平方米临时商铺，使用期至2010年9月3日。

2005

年

6

月

经批准建4888平方米临时商铺，使用期至2011年1月26日。

2010

年

2

月

经批准建1391.7平方米临时商铺，使用期至2012年2月2日。 由

此形成现存的14697.7平方米临时建筑。

2014

年

8

月

22

日

广州大都市鞋业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曾发出过通知， 表示

目前地块已进入规划、设计阶段，使用期至2015年10月15日止。

2019

年

8

月

16

日

进入全面拆除。

大

都

市

鞋

城

发

展

简

史

：

“ 奋 斗 韶

华”领路人戴斌

向参与活动的

青年代表分享

个人成长故事。

信息时报记者

林茹彬摄

8

月

29

日， 广州大学

在大学城校区

举 行

2019

新

生入学仪式暨

军训动员。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