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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花城

汇中区又新增一处打卡热点！ 玫红色字

体点缀白墙、机器人担当服务员、萌萌

的拍照立牌……这并非新设旅游目的

地的设计， 而是于 1 月 12 日开业的

Foodom 机器人中餐厅的设计

（详见本

报

1

月

13

日

A9

版《你吃过机器人做的

饭菜吗？ 》）

。

近日， 记者在该店内走访时了解

到，这家主打顺德菜的机器人中餐厅颇

受青睐，室内客满、室外排长龙，吸引了

各个年龄人的人士来打卡：有家长来此

给孩子送上了充满科技感的“散学礼”；

有食客为尝鲜， 还提前两天定位子；有

消费者为能尽快落座就餐， 早上 10 点

钟便来排队。 据悉，该机器人中餐厅归

属碧桂园集团全资子公司千玺机器人

餐饮集团旗下。 今后，该公司还将在广

州市布局其他机器人主题餐厅，同时也

会推向全国， 将机器人做菜推广到各

地。

消费者早上 10点到现场排队

中午 11 点半左右， 餐厅内鲜有空

座，包厢、卡座区也已客满；室外等候

区，陆续到来的食客只得在门口排队等

候。 食客陈小姐是一名美食达人，早上

10 点即来到餐厅点餐等候。“现在才 11

点多，座位已经满了。 在这种新式餐厅

就餐，大家好奇要拍照、拍视频，停留的

时间比较久。 想早些吃上饭，一定要提

早来才行。 ”陈小姐认为，餐厅可增多些

等候区位子和互动小游戏，方便食客们

在等待时打发时间。

餐厅内，因为食客众多，炒菜机器

人、送餐机器人均在忙碌不停；外摆区，

甜品、汉堡、酒水、煎炸等四个机器人也

在挥舞手臂， 为排长队的食客准备餐

点。“我以为自己来得算早的，想不到还

是等了好几个人才排队拿到汉堡。 小孩

放假了，带来玩一下，看一看机器人，算

是给小孩的散学大餐。 在里面看到，菜

也是机器人炒的，感觉现在科技发展得

好快……小孩子很好奇，还说想让给他

买一个小机器人玩一玩。 ”蔡女士说道。

在食客众多的情况下， 机器人送

餐，是否能确保食客就餐安全？“每个桌

上，我们都有一个下菜口。 每一个菜都

被餐具固定着，不会出现在空中晃动的

情况。 地面送餐机器人，按轨道送餐不

走回头路，到指定的餐桌前会语音提醒

食客取餐。 另外，就餐高峰时，中部吧台

的下菜口，会由人工协调完成上菜。 ”该

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除此之外，米饭、

汤类、双皮奶等汤水类食物，仍由人工

送餐，以保障食客的用餐安全。

银发一族提前两天定座尝鲜

眼下， 机器人餐厅新奇的设计，吸

引了诸多市民来此就餐。 记者在餐厅走

访时了解到，这些食客当中，有对新鲜

事物接收力强的年轻一族，也有祖孙三

代齐到场的亲子家庭，还有首次尝鲜的

银发老人。

“机器人做菜、上菜，对我们老人家

来说，既有一些奇特，又有一些震动。 ”

这是 79 岁余阿姨的就餐体验。 当天，她

与 5 个老同事相约， 一同来此就餐，大

大小小共点了 15 个菜品。“第一次现场

体验，没有让人失望。 机器人上菜操作

又快又利索，菜品色彩也很漂亮。 ”余阿

姨说，今后有机会，还会再邀请朋友，来

此品尝美食。

在食客李先生看来，餐厅菜品的上

菜速度，今后还需要再做提高。 当天，他

和爱人共计下单 5 份菜品， 有笋壳鱼、

乳鸽等招牌菜，也有青菜类。“可能现在

就餐的人比较多， 我们等了十分钟左

右，只先上了茶水、米饭和炒豆芽，其他

肉类还没有上来。 如果上菜速度能再快

一点，就更好了。 ”李先生说道。

就李先生所反馈的这一问题，餐厅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持续研发核

心技术，对机器人进行更迭升级。 并引

入智慧点餐系统，丰富消费者们的点餐

选择。“随着机器人服务效率的提升，消

费者们习惯了在机器人餐厅用餐，我们

还会不断精简服务人员，但这并不意味

着不再需要服务人员。 届时，店内的服

务人员更多将扮演科普讲解员的角色，

提供机器人餐厅用餐指引，为小朋友讲

解餐饮机器人知识。 ”该负责人称。

广州新增网红打卡点

到机器人中餐厅吃午饭上午10点开始排队

有事好商量

拆迁13年村民未获安置用地

镇政府多年协商奔走终解决

活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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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番禺区石

碁

镇党委收到海傍

村民陈杏芳、樊卫东、冯燕欢送来的两面

锦旗，她们将这两面印有“全心全意 为

民服务”、“人民好干部 为民办实事”的

锦旗送予石

碁

镇党委书记黄钜林，感谢

他们解决拖了10几年的拆迁安置难题。

拆迁 13年村民未获安置用地

经了解，500千伏广南输变电工程

是广东省的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程主

要是为广州大南沙开发提供配套服务，

扩展南部电网容量而兴建的，2006年，

海傍村部分土地被征用。 该项目涉及海

傍村拆迁安置户数190户， 安置区用地

面积57000平方米， 且该选址用地属于

广南变电站的拆迁安置用地。

海傍村驻村工作组工作人员黄海

洲介绍，由于该项目当时没有出台具体

的《安置方案》，海傍村依据当时的相关

文件要求及结合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安

置办法》，安置了 140 个地盘，即 140 户

村民获得 120m

2

/户的地盘安置补偿。

这样一来， 安置区内仍剩余 11 个

已规划好的 120 平方米地盘和靠路边

“7”字形地块一直处于空置状态。 因此，

部分未得到安置的村民对《安置办法》

不满意，不断提出解决拆迁安置遗留问

题，该项目的拆迁安置遗留问题也是引

起 2013 年海傍村事件的三大诱因之

一。

党建寻求处理办法力破困局

为解决该项目的拆迁安置历史遗

留问题，石

碁

镇党委、驻村工作小组及

该村干部与村民进行了多次耐心解释

和沟通协商，还聘请了多名法律顾问全

程参与处理解决。

2016 年，本着依法依规、尊重历史、

面对现实、在不违背相关政策、不变更

原村委制定的《安置办法》原则下，制定

了《海傍村处理广南线征地拆迁复建房

用地分配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

（下称

《处理办法 》）

，该《处理办法》并经村民

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实施。

黄海洲表示，按照《处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海傍村对该项目的被拆迁安置

户当年拆迁补偿、地盘安置、婚姻状况

及家庭成员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调

查分析， 经综合核对后确定有 52 名村

民符合《处理办法》条件可安置复建房

用地。

另外， 由于安置区未完善用地手

续，且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已过

期，需重新办理完善用地手续，在区政

府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目前已重

新办理了《户数核定书》

（拆迁安置户数

为

192

户，包括村根据《处理办法》公示

的

52

户名单 ）

、《村庄建设用地规划意

见的复函》、《安置区土规情况的复函》、

《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等，现正在

组织资料进行办理用地报批手续。

2019 年 12 月底，海傍村 52 户村民

分两轮进行摇珠分配地盘。 至此，长达

13 年的海傍村 500 千伏广南线拆迁安

置历史遗留问题尘埃落定。

目前，海傍村正在抓紧按要求组织

资料办理安置区用地报批手续，待安置

区用地手续完善后，安置户就可以进行

房屋建设报建。

微社区

e

家通记者 古晓彤

菜品“从天而降”，消费者不着急取餐，而是先拍照留念。 地面送餐机器人按轨道行驶将菜品送到消费者面前。

信息时报记者 崔小远摄

2006

年，番禺区石碁镇海傍村部分土地被

500

千伏广南输变电工程征用，拆迁安置问题持续

13

年未得到妥善解决。 多年来，石碁镇党委、驻村工作小组及该村

干部与村民进行了多次耐心解释和沟通协商， 制定处理办法，

并积极四处奔走办理相关手续，专门聘请了多名法律顾问全程

参与处理解决。

2019

年

12

月底，该村

52

户村民分两轮进行摇珠分

配地盘，至此，长达

13

年的海傍村

500

千伏广南线拆迁安置历史

遗留问题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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