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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赵雪峰）

记者近日从广州市水务局了解

到，荔湾区深入领会省市碧道建设的规

划方案及有关要求， 大力推进碧道建

设，以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为主线，

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基础元

素， 充分挖掘荔湾河流水系的生态价

值、历史人文价值、经济价值，打造出

“荔湾花地河碧道示范段”“历史文化碧

道———沙 面 岛 碧 道 ”“企 业 主 导 碧

道———大坦沙碧道”等一系列高标准碧

道。

花地河东岸碧道升级 构建特

色游憩系统

花地河是荔湾区最大的内河，也是

珠江航道的一条支流， 南北全长约8.84

公里，平均宽度90米,流域面积28.4平方

公里。 荔湾区积极响应省市的关于碧道

建设的有关要求，高度融合花地河周边

功能与滨水用地布局， 打造出5.2公里，

具有荔湾特色的碧道示范工程。

花地河东岸北出口到东漖大桥段

作为花地河提升工程中的第一段示范

段， 施工完成面积共约76429平方米，

对长度约4.3公里的花地河东岸沿线生

态景观园林进行改造， 丰富开花色叶

植物， 凸显广州花城的景观特色， 展

现岭南特色文化， 提升城市的景观面

貌。

该段碧道对现有设施进行升级改

造，构建滨水绿道、水上游憩设施、配套

服务设施和周边设施结合的特色游憩

系统。 滨水绿道规划全线贯通的三线绿

道

（漫步道 、慢跑道 、骑行道 ）

，打通断

点；沿线增加标识系统、厕所

（移动式）

、

休闲休憩设施， 结合碧道分段主题，增

加荔湾历史文化和科普教育展示设施。

水上游憩设施改造提升现有码头，并对

接珠江水上巴士系统。 周边根据总体设

计新增停车场和公交站点，设置自行车

驿站，与城市绿道衔接。

沙面岛西堤碧道打造“广州西

客厅”

为使沙面西堤街区得到更好的保

护利用，荔湾区政府结合省市碧道建设

的部署， 实施了该区域的品质提升工

程，项目以恢复历史公共空间格局为切

入点，运用“微改造”手法，打造有温度

的街区，将沙面西堤打造为“广州西客

厅”，完整展现广州近代历史风貌，唤醒

历史记忆，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碧道。

改造恢复历史格局， 打开通江廊

道。 从封闭到开敞，从隔江到通江，打开

通江廊道，恢复原岛英式花园、法式花

园的历史布局， 还原原岛大草坪风貌，

把沙面岛打造成“大沙面公园”。 量身订

制一系列的城市家具， 融入原岛特色，

布置古典座凳、庭院灯、邮筒、标识牌、

门牌等，配合建筑营造场所氛围，展现

独特的文化名片，以基础建设倒逼产业

升级。

大坦沙环岛碧道将打造“1小时

运动圈”

记者获悉，目前大坦沙岛的沿江堤

岸是10多年前珠江堤岸工程的一部分，

由于部分路段涉及土地征拆及有泊船

码头等设施， 现有堤岸线并非连贯的。

在最新的大坦沙设计规划中， 未来将

建成环岛 8.7 公里的江岸线， 相关碧道

景观也将进一步得到优化。 为保证通

江视廊， 其中滨江一线建筑控制在 60~

100 米， 二线控制在 150 米以下， 将环

岛的滨水散步道将人的活力引导到水

边， 使滨江水岸线成为文化展示与市

民健康生活的滨江景观廊道， 预计全

程步行约两小时， 慢跑约一小时。

今年4月， 荔湾区大坦沙环岛碧道

沿江示范段开始建设，该段示范段位于

岛上东岸双桥8号楼盘一侧， 将作为整

岛规划8.7公里江岸线的首开段向外展

示，打造岛民“1小时运动圈”。 7月，大坦

沙环岛碧道沿江示范段正式对外开放。

该沿江示范段全长为1.2公里，整体面积

为4.7万平方米，与改造前相比，升级后

的绿道在原基础上增加了灯光照明、健

身器械等便民设施，并配套有室外篮球

场、健身广场、林荫大道、休闲休息区等

公共场所， 结合得天独厚的江景资源，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集观赏、休闲、娱乐、

健身于一体的公共区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瑞娴）

继6月28日开通

南沙客运港至深圳机场码头航

线后，南沙客运港至珠海海岛航

线计划在9月开通。 近日，记者从

广东省水上公交有限公司了解

到，为满足湾区广大人民群众对

海岛旅游的交通出行需求，进一

步促进湾区互联互通，该航线目

前顺利通过了广州海事局的现

场审核。

据了解，即将开通的珠海海

岛航线，设置从广州南沙客运港

出发，经停桂山岛，最后抵达外

伶仃岛， 全程航行时间约125分

钟，其中南沙客运港至桂山岛约

90分钟，桂山岛至外伶仃岛约35

分钟。

航线开通后，营运初期暂定

于每周五、六、日及节假日营运

一个往返航班，上午从南沙客运

港开出， 下午从外伶仃岛返回，

日后将因应客流需求调整航班。

据悉， 外伶仃岛位于珠海东南

方，与香港仅一水之隔，是唯一

一座可看见香港市中心的海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刘芳 ）

近日，节约粮食，拒绝餐饮浪费成为大

家讨论的热门话题，记者走访市内部分

自助餐厅和餐馆，发现各大餐饮企业和

普通消费者，都在实践着节约粮食的倡

议。

餐厅摆放文明用餐提示牌，提

醒食客节约粮食

记者来到中国大酒店的自助餐厅

“扒房”看到，酒店在餐厅的显著位置放

置了文明用餐的宣传，餐桌上摆放显著

的温馨提示牌，引导广大消费者树立良

好文明的饮食理念，争当勤俭节约的践

行者和推广者。“我们放置节约粮食的

宣传卡，希望将健康文明节俭理念落实

到每个角落。 员工也积极做节约宣传

员，向家人、朋友宣传节约意识，减少粮

食浪费， 看到浪费粮食的行为及时制

止，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中国大

酒店市场传讯总监何舒然表示。

东方宾馆也制作了文明用餐系列

主题的宣传标语和海报，在公共显著区

域及LED屏幕，切换播放文明餐桌的宣

传海报，向每位顾客倡导“文明就餐，杜

绝浪费”的用餐文化。 同时，东方宾馆不

仅在餐厅的前台，每个餐桌上都放置文

明用餐，节约粮食的宣传台卡、也在每

个客房也放置了相关提醒。“我们务求

在每个服务细节上都将健康文明节俭

理念善意提醒到每一位顾客的心里。 ”

东方宾馆总经理钟耀宗说道。

通过“奖罚”督促食客自觉养成

节约习惯

为了帮助食客养成节约用餐的好

习惯，很多餐饮商家都在努力。 广州部

分餐饮店就采取多种有趣的方式鼓励

节约，有餐饮企业还推出“光盘”奖励活

动，倡导人们“文明消费，节约用餐”。

例如，广州一家名为后街唐厨的餐

厅，就推出了“光盘”优惠活动，即到店

消费者“只要‘光盘’，没有剩饭剩菜，就

能享受92折优惠。 ”对于这样的做法，有

食客表示“很惊喜”。 广州市民杨小姐

说，她和家人、朋友平时外出吃饭时，都

会习惯性按人数点少一个菜，“尽量不

多点，即便吃不完也会打包带走。 现餐

厅‘光盘’还有打折，觉得很划算。 ”

同样，一些企业食堂也开始倡导不

浪费。 碧桂园总部员工向记者表示，公

司食堂倡导光盘行动。 吃完不浪费会奖

励餐后水果，但不是每顿都有，一般中

午餐食才有。“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很好，

起码我每次为了得到水果都适量打餐

并吃完，这样有奖励也健康。 ”

而在一些自助餐厅，不少商家也摆

出了“浪费食物多收费”的警示标语，鼓

励食客“吃多少拿多少”“一次少拿点，

多拿几次”。 一名自助餐厅店家告诉记

者， 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多收钱，而

是在于提醒顾客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有

了这样醒目的提醒，顾客就会有意识地

去评估自己的食量，实际在操作过程中

很少出现真正多收费用的情况。

不少酒店增加小份菜、半例餐

在节约用餐方面酒店也做了不少

举措， 比如中国大酒店针对光盘行动，

酒店正逐步研究并重新调整菜式的分

量、搭配等，增加半例菜、小份菜的菜

式，做到好吃又适量。“扒房”餐厅现行

半自助餐， 取餐区域有放置温馨提醒

卡，提醒顾客按量取餐，戴口罩取餐，保

证用餐安全。

8月12日，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

会发布《关于“拒绝餐饮浪费”的行业倡

议与实施指引》， 号召全省餐饮经营单

位坚决响应号召， 积极开展企业自律、

自查、自纠，率先在全社会开展“拒绝餐

饮浪费”的实际行动。 其中团餐配餐倡

导尝试推行“报餐制”“分餐制”，关联考

勤系统，实时更新、精准统计每日、每餐

就餐人数；快餐倡导设置套餐重量标识

提示，分设老人餐、儿童餐、女性餐等群

体性、功能性套餐标签；火锅倡导火锅

餐厅推行计重、计量、计件的消费点单

方式，引导消费者“逐盘烫涮”，吃完后

因需加点， 并鼓励消费者打包锅底；以

及宴会，自助餐，休闲餐饮，商务宴请等

都有相应指引。

荔湾打造三大高标准碧道

包括花地河东岸碧道、沙面岛西堤碧道和大坦沙环岛碧道

设置提示标语牌、推光盘优惠活动、增加小份菜半例餐……

拒绝浪费 酒店餐馆食客齐行动

南沙客运港新增

珠海海岛航线

预计本月开通

节约有道

中国大酒店

自助餐餐厅的餐

桌上都放着 “节

约用餐” 的提示

牌。

信息时报记者

叶佳茵 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