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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林荫）

9 日，为期 162 天的 2019 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落下帷幕。 记者昨

日从广东省林业局获悉，广东展园“南

粤园”及广东室内展区分别荣获北京世

园会组委会颁发的中华展园特等奖、中

国省区市展区金奖。 据不完全统计，广

东室外展园共吸引 400 多万游客参观。

据了解，广东展园分为室外展园和

室内展区两部分，均展现了岭南园林之

美、广东园艺成就。 其中，“南粤园”于今

年 4 月 28 日全面竣工，历时近 9 个月，

园中一砖一瓦都由广东运至北京，以岭

南水乡为骨架，其中穿插南粤坊、丝香

阁、倚翠廊、蝶翠亭、里仁洞和盆景园六

大景点。 园内可观赏到大量岭南地区的

传统建筑特色和非遗工艺作品， 其中，

葵艺作品《粤韵葵风》得到游客们的交

口称誉。

广东室内展区以“榕树下美丽广

东”为设计主题。 据统计，世园会期间，

室内展区共展出 400 个品种的 3900 株

（件）

植物

（作品）

，其中新品种有 60 种，

144 株。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组织委员会举办的四次“中国省

（区、市）

室内展品竞赛”中，广东展品共

获得 402 个奖项，其中特等奖 49 个、金

奖 96 个、银奖 111 个、铜奖 146，获奖数

量位居全国前列。

广东岭南文化是传统的也是现代

的，“南粤园”和广东室内展区仅是广东

岭南园林艺术文化的缩影。 2018 年，“珠

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雏形初现。 广州

市率先在 2008 年建成广东省首个国家

森林城市，2018 年珠三角地区 9 市全部

建成国家森林城市，实现了“国家森林

城市”全覆盖。 同时，又推动森林城市建

设向镇、村延伸，至今已有 70 个建制镇

（街道）

被认定为“广东省森林小镇”。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共有

全球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吸引

了近千万人次参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梁梦潆）

科技助力美好生活！昨日，记者

从广州市科协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 本周日，2019 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日

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国际媒体港上演。

主会场活动共有三大部分，包括启动仪

式暨科学故事会、科普嘉年华、科普大

舞台等，超八成科普项目可参与互动。

专家解密“阿尔兹海默症”

以“礼赞新中国、智慧新生活”为主

题的 2019 年广州全国科普日， 由广州

市科协、中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等 8

个单位联合举办。“科学故事会”是今年

科普日的新环节、新亮点，届时各行各

业在科普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派出

“科普先锋”上台演讲，分享他们开展科

普工作的各种故事和成效等。

今年 6 月，市科协开展了“2019 年

广州地区最受欢迎科普基地、最具潜力

科普资源单位和最有特色科普创客团

队”主题宣传活动。 经过专家与网络评

选，最终评出 30 家单位，网络评选总投

票量接近两百万。 30 家获得“2019 年广

州地区最受欢迎科普基地”“2019 年广

州地区最具潜力科普资源单位”“2019

年广州地区最有特色科普创客团队”的

单位将在会上接受授牌及荣誉证书。

科普大舞台看点多多，由科普魅力

秀、科普之窗、科普微课堂三个部分组

成。 科普魅力秀中，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欧阳樱君主任将解密阿尔兹海默症，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朱顺叶教授给

大家分享儿童长高的小秘诀等。 科普微

课堂中，

暐

杰公益的《哽噎急救小课堂》

将开讲，讲授一旦遇到突发哽噎情况时

如何进行急救。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科学

研究院将分享“网红”的诞生记———广

州空中花廊的前世今生等，以生动有趣

的形式普及科学知识。

玩压花学观鸟“植物医生”坐诊

科普嘉年华是 2019 年广州市全国

科普日的一大重头戏。 据介绍，现场共

设 148 个展位，分“智享科技”“智汇生

活”“智福健康”“智趣乐园”“智尊美食”

“智兴乡村”“智领教育”“智助湾区”八

个展区。

“智趣乐园”中，VR、3D 打印、机器

人、无人机搭建、编程体验及生物观察

等青少年儿童喜爱的科学技术将亮相，

突出互动体验感，激发青少年对科技的

兴趣。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将开展一

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益智互动活动，

如压花艺术体验、植物识别等，展示药

用植物、药酒配方等相关展品，并向现

场市民介绍观鸟知识。

广州宝桑园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邀

请大家一起“重返童年”， 参与蚕桑科

普、蚕茧缫丝、蚕茧手工品等；海珠国家

湿地公园将展示湿地生境，带观众了解

鱼菜共生；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邀请市民一起参观新能源模型展；广州

市越秀区中星小学带来多功能披萨剪、

人工智能分拣机器人、可远程监控的太

阳能智能浇花装置等多种科技生活好

“帮手”。

“智助湾区”中，广东环亚美容化妆

品博物馆现场为市民提供皮肤、头皮健

康检测及咨询问答， 调香评香 DIY、中

药提取物实验展示等；中国科学院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携带有特色的矿物、岩

石、矿石和古生物化石标本到场，供大

家近距离接触；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

究所“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项目带来动物

（昆虫）

实物标本展览，以

及人工昆虫拼图活动；广州市海洋与渔

业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向公众介绍受保

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物种；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科学研究院“听见花开，悦享生活”

项目将介绍空中花廊养护技术， 更有

“植物医生”坐诊。

据悉，该活动免费开放，市民可在

“广州市科协”“科普广州”和“科学大求

真”微信公众号点击“科普日报名”预约

时间段入场， 或凭身份证登记直接进

场。

樊明武院士

内容：《节能环保的非动力核技术》报告

时间：10月12日15:00~18:00

地点：市科协3号楼3301室。

方滨兴院士

内容：《网络空间安全》报告

时间：10月13日10:30

地点：媒体港2楼一号会议室

“广州科普大讲坛”开讲时间

2019年广州全国科普日周日上演

来听“科学故事会” 玩转科普嘉年华

百名环卫工匠聚羊城

凭“标杆水平”展行业新风貌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

凭岭南园林之美 广东展园揽双奖

广 东 展

园 展 现 了 岭

南园林之美 ，

得 到 游 客 们

的交口称誉。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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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

项目带来动物

（昆虫）

实物标本展览，以

及人工昆虫拼图活动；广州市海洋与渔

业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向公众介绍受保

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物种；广州市林业和

园林科学研究院“听见花开，悦享生活”

项目将介绍空中花廊养护技术， 更有

“植物医生”坐诊。

据悉，该活动免费开放，市民可在

“广州市科协”“科普广州”和“科学大求

真”微信公众号点击“科普日报名”预约

时间段入场， 或凭身份证登记直接进

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

讯员 成广聚 ）

记者从广州市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获悉， 珠三角地

区环卫技能竞赛活动于昨日正式启

幕。 共有来自包括深圳、 珠海、 中

山、 东莞等珠三角 10 个主要城市，

广州市 11 个区环卫单位共计 21 支

代表队 246 名选手， 代表珠三角环

卫工作“标杆水平” 参赛。

据介绍， 本次竞赛活动既要考

验环卫工作知识“书本功夫”， 又

要考察参赛选手们的职业技能实践

能力。 比赛共设有职业知识竞赛、

全能环卫工技能竞赛、 机械清扫技

能竞赛、 道路洒水技能竞赛、 卫生

间保洁技能竞赛、 垃圾分类技能竞

赛、 环卫技能创新表演赛共 7 个竞

赛项目， 各竞赛项目将于 10 月 10

日~12 日举行， 将赛出各项目的个

人类奖项一至三等奖 30 名， 以及

团体类奖项一至三等奖 12 个。 同

期还将举办环卫高峰论坛、 环卫新

设备展示和环卫企业风采展示， 多

层面多角度展现珠三角环卫行业的

新成果、 新风貌。

据主办方介绍， 举办此次竞赛

活动， 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

明思想，积极落实“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战略的实际行动； 是推进环卫

行业精细化、品质化、标准化、机械

化、智慧化发展，建设干净整洁，平

安有序城乡环境的具体实践； 是引

导环卫工人加强技能交流， 树立爱

岗敬业、 追求完美、 精益求精的

“绣花和工匠精神”， 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积极探索。

通过此次竞赛活动， 为珠三角

地区环卫职工提供了相互学习、 相

互交流的平台， 将进一步激发了广

大环卫职工的工作热情， 为进一步

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水平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