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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亮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

继广州地铁所有闸机支持刷码后，

市民们出门坐地铁只需带一部手

机。 昨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

出广州地铁乘客服务官方 APP 升

级改造项目招标公告。项目工期预

计为今年 10 月至 2021 年 2 月，升

级后将优化乘车码，并引入人脸识

别、语音输入等功能。 部分站点还

能实现站内服务 VR 导航指引，再

也不怕迷路“兜圈子”了。

记者了解到，APP 升级后将上

线特殊票种功能。系统可根据乘客

的信息，设定特殊的群体、时段或

车站区间内搭乘可享受一定的优

惠或免费的功能，如留交会乘客通

过开通地铁乘车码在规定日期内

可免费搭乘地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

韩）

“你的梦想是什么？ ”今年

中秋前夕，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2019“益”

起过中秋活动。

据了解，活动发起后，主办

方委托肇庆市广宁县木格镇中

心小学的校长和老师收集留守

儿童的中秋心愿， 同时主办方

也面向社会招募圆梦人和支教

志愿者。在消息发出去之后，广

东省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常

务副主席梁江萍积极参与，将

带着杨彤等书法家一起前往广

宁县木格镇中心小学为孩子们

上一节关于梦想的书法课。

助力乡村孩子树立梦想

“找到自己的梦想，找到自

己的追求， 让孩子们能够为梦

想而努力，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

的主旨。 ”梁江萍分享道。

其实， 肇庆市广宁县木格

镇中心小学校长黄明在看到留

守儿童们提交的心愿的时候，

发现很多孩子的心愿写的都是

自己身边能看到的一些物品，

追求基本上都是写“考上好学

校”。黄明说：“孩子们需要开阔

眼界，拥有大志向，他们才能更

加努力地去学习。 ”

在报名参与2019“益”起过

中秋支教活动后， 梁江萍说：

“我们上虽然是书法课， 但是，

我们会把梦想这个主题的分享

融入里面，在学习书法的同时，

引导孩子们去树立自己的梦

想。 ”

望长期支持乡村书法教育

广东省女书法家协会是一

个省级的协会， 会员覆盖整个

广东省。 梁江萍说：“这是第一

次尝试做留守儿童书法支教活

动， 我先带着几位书法家一起

来参与、探索。希望在这一次参

与之后，可以摸索出一个方式，

邀请学校附近的书法家会员，

有机会可以去支教。这样的话，

孩子们可以接受到更高频率的

书法教育， 书法家们也不用大

老远跑过去支持。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穗商务宣）

9月9日，广州市商务局与美团

点评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共同建设

一江两岸广州国际美食文化长廊。 协议

中明确了包括“共同扶持一批老字号餐

饮”在内的7项合作内容。 记者获悉，位于

荔湾区上下九的老字号“陈添记鱼皮”计

划下月上线外卖业务， 不用到店就能品

尝地道小吃。

海珠区同福路入选“必吃街”

为擦亮“食在广州”招牌，打造高品

质美食集聚区， 广州市商务局与美团点

评双方在合作框架协议中明确了“联合

打造线上美食节”，“联合发布线上榜

单”，“以互联网为手段稳步推进国际美

食文化长廊建设”“共同扶持一批老字号

餐饮”“推动平台与实体融合”“平台与政

府信息共享”及“助力生活垃圾分类”等

七项合作内容。

作为千年商都、岭南文化的中心地，

以及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广州是一座不

折不扣的老城市，“食在广州” 更是叫响

全国。 去年，《广州市餐饮业网点空间布

局专项规划》草案公布，规划47个餐饮集

聚区，并提出打造“世界美食之都”的目

标。 在日前市商务局发布的广州“夜间消

费地图”中，也不乏北京路步行街、天河

路商圈这类“吃喝玩乐”一应俱全的消费

地标。

在互联网时代， 如何让广州美食通

过数字化技术注入新活力？ 大众点评产

品总监黄涛表示，继重庆、西安在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走红”之后，本就基础不错

的广州也很有成为“网红城市”的潜力。

在该平台通过大数据评选出的“必吃榜”

中，广州的上榜餐厅数量排全国第三，粤

菜也广受欢迎。

今年， 广州市海珠区的同福路还入

选了“必吃街”，美团点评方面将提供丰

富的餐饮、购物、娱乐、酒店、景点门票等

服务， 推荐更多人来同福路及周边的街

区的吃喝玩乐“打卡”。

“陈添记鱼皮”有望推出外卖

如果说，“食在广州”是广州美食的面

子，那么散落在坊间的一众老店，则是构

筑广州百年美食文化基因的“里子”。 不

过，很多老店面临着顾客高龄化，传承后

继无人等困难。为了让老城重新注入新活

力，广州市商务局和美团点评将联手推出

“老店焕新”活动。本次协议合作内容包括

“共同扶持一批老字号餐饮”，这也意味着

一些老字号有望入驻线上平台。

其中， 位于荔湾区上下九的老字号

“陈添记鱼皮”就计划在10月上线外卖平

台。目前正在进行改造升级工作。美团点

评公共关系部华南区副总监何伟杰介

绍，拓展外卖业务之后，老字号的服务范

围将超出周边的商业街， 甚至可以延伸

到广州火车站、黄沙。 游客无需到店内消

费，就可以吃到地道好滋味。

市商务局方面还表示，接下来，将以

大数据餐饮模式， 对分布在珠江两岸上

万家餐厅、酒店、酒家、饭店等餐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十万款各类点心、菜品进

行数据梳理， 打造珠江沿岸美食评价体

系， 探索政府与企业在行业管理上全方

位、深层次的数据共享利用，打造“智慧

美食长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方钊佳 于瑞莹 刘圣景 郑漫悦）

昨日，市

政工程质量提升技术交流会及现场观摩

在车陂路-新

滘

东路隧道施工现场举行。

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车陂路-新

滘

东路

隧道将于2022年年中建成通车， 试运营

一年。 记者获悉。 届时，市民驾车从车陂

南路到江对岸的琶洲保利洲际酒店的时

间将从目前最快的15分钟将缩减到1分

钟左右。

车陂路至新

滘

东路隧道工程横跨广

州天河区和海珠区，南起新港东路，下穿

珠江，向北与待建临江大道、花城大道相

交，终点止于黄埔大道交叉口，全长共有

2.07千米。“目前整个工程已完成了30%

左右。 ”中交四航局车陂项目投资公司总

工程师李汉渤告诉记者， 隧道工程目前

完成了航道改迁、石磷桥涌改道、沉管预

制干坞建设等多项项目， 首节沉管预计

下个月浇筑，明年开始沉管连接，后年沉

管正式开通。

市商务局与美团点评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扶持老字号

陈添记鱼皮10月有望上线外卖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发起留守儿

童“益”起过中秋

书法家用书法启发

乡村孩子的梦想

车陂路-新

滘

东路隧道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车陂南过江到琶洲只需 1分钟

广州地铁下月起升级APP

部分站内可用VR导航指引

站内导航：将实现“跟我走”功能

提升后，地铁 APP 会与主流地图 APP

合作，实现示范站站内服务 VR 导航指引。

还能结合乘客手机定位功能， 提供所在站

内站各类服务设施，包括洗手间、母婴室等

设施的站内结构示意图显示、 站内位置文

字性导航。

与地图应用合作， 还能实现站外导航

“跟我走”功能，指引乘客通过 APP 导航至

最近的地铁出入口， 同时提供周边地图服

务、出行信息推介及站外线路导航功能，包

含地铁站周边公交站点指引， 周边客运枢

纽站指引及共享单车投放点信息等。

异常应对：刷码不灵敏有信息指引

APP 手机端能够根据不同的异常情况

原因自动弹出自助处理信息和指引， 如进

出站码界面增加相应提示。比如，付费区没

有进站码不能出闸， 则将指引乘客可自助

输入进站码。 如果一程没出站导致本次不

能进闸， 则指引乘客可自助输入上一程出

站车站。

不仅如此，若在手机无法连接 APP 端

服务器或弱网环境下，可显示离线出站码，

避免“刷不到”。 乘客也可以自行在手机端

对进出站信息不完整的记录进行手工处理

补进站或出站站点功能。

车 陂 路

-

新滘东路隧道

琶洲段工地。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通讯员 谢清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