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11 月 20

日，2020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

州）

在广州开幕。 昨晚上，广州塔附近，

1000 架无人机以珠江两岸夜空为舞台

编队表演，以炫酷造型点亮苍穹，让广

州夜空“星光”更璀璨。

率先出现在天幕上的是一个巨大

的印章， 这是本次大会的名称———“读

懂中国”。 本次大会， 旨在让世界更好

地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随后，无人机

编队快速变换着阵型，先后组成了国家

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标志、“共和国

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以及“老城市 新

活力”“I love GZ”等图案。 紧接着，空

中呈现出广州新地标———被广州人亲

切地称为“小蛮腰”的广州塔，而向上爬

升的小汽车，则寓意着科技创新正在引

领这座城市不断向前发展。

在鲜花的拥簇下，无人机编队组成

钟南山院士及众抗疫勇士的肖像，向战

疫英雄致敬。 表演尾声，无人机组成了

一面五星红旗以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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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余丽颖）

中科院广州明珠科学园建设迎

来重大进展。昨日，中科院广州明珠科学

园一期项目建设启动大会在南沙举办，

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广州学院、 力学所

南方中心、 沈自所智能院等新建科研院

所、 迁建科研院所以及三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全面铺开，

标志着明珠科学园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

段。

据悉， 明珠科学园一期项目总投资

约为 132.24 亿元， 规划用地面积 1802

亩， 总建筑面积约为94.83 万平方米 ，

计划于 2022 年底前基本建成。 未来，

它将有力推助南沙科学城建设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主要承载区、 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核

心节点。

一期将启动多个科研院所建设

自去年 5 月中国科学院与广州市签

署共建广州南沙科学城和中科院广州明

珠科学园合作协议以来， 明珠科学园建

设得到有力有序推动。 作为南沙科学城

核心区域， 中科院广州明珠科学园聚焦

海洋、空天、信息等领域，推动中科院各

类创新机构、高端创新平台集聚，着力打

造为国家原始创新资源的集聚地、 粤港

澳大湾区前沿科学研究和高技术应用的

人才高地及创新高地。

此次启动建设的明珠科学园一期项

目包含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力学所

南方中心、 沈自所智能院等新建科研院

所，中科院广州分院、南海所、华南植物

园等迁建科研院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广

州学院以及人才产权住房、 市政基础设

施相关配套 。 一期项目总投资约为

132.24 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为 94.83 万

平方米， 计划于 2022 年底前基本建成，

并满足中科院首批院所入驻要求。

串联园区 7个地块出击学术交流

明珠科学园一期项目建设全面启

动， 对推进南沙科学城建设无疑具有重

要意义。 据悉，南沙科学城按照“一体两

翼三支点”空间布局，着力打造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

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核心节点、广

州“1+4+4+N”战略创新平台体系主阵

地。

根据规划， 明珠科学园在规划设计

上，拟采用建筑半围合、花园景观与交流

中心相结合的主体规划结构， 打造各组

团间便捷联络的园区环状交通系统，通

过“明珠科技链” 串联起园区内 7 个地

块。为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推广，

规划设计将在每个园区中心打造一个开

放共享的核心体， 给各学者及公众提供

一个可交流、 可展示、 可探索的共享空

间。

据悉， 落地南沙的三个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已于今年 9 月如期开工建设，明

珠科学园三个组团建设同步推进， 人才

产权住房建设扎实推进， 一期市政基础

设施已全面启动。 为南沙科学城科研人

员量身定做的人才产权住房， 已明确人

才产权住房两期选址， 计划年底前完成

出让。其中，南沙科学城人才产权住房一

期项目选址位于南沙环市大道南， 计划

于 2024 年 6 月交付使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机场宣）

无需额外消费，只要“飞飞

飞”，新一轮福利就有您一份！ 昨日，广

州白云机场“经广飞———粤飞粤暖心”

活动启动“凭机票抽现金券”福利，据

悉， 这是继月初与各大航空公司举办

联合营销活动， 给旅客提供低票价优

惠以来， 白云机场启动的又一波与市

民的互动分享。

近期正是秋冬赏雪、 南粤避寒的

好时机， 在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的市

民朋友留意啦， 不仅广州进出港机票

低至 1 折以下， 机场还推出了抽奖活

动， 包含 888 元、666 元、333 元代金券

等奖品。 据悉，从昨日起至明年 1 月 3

日期间，无需额外消费，旅客只要拍摄

当日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纸质登机

牌、 截屏电子登机牌， 上传至活动页

面，即可参与抽奖。

据了解， 本次抽奖奖品为航站楼

的商业代金券， 数量多达 15000 多张。

代金券可直接抵扣购物金额， 不设最

低消费，即白云机场内所有名牌包、大

牌香水、 高档行李箱， 甚至是餐饮消

费，都有可能 0 元搞掂！ T1、T2 两座航

站楼 300 多家餐饮商业店铺乃至免税

店均可使用

（详情以店铺现场咨询为

准）

。

为促进新一轮经济复苏热潮，11

月起，白云机场联合众多航司、旅行社

推出“粤飞粤暖心———特惠机票大放

送”“经广飞、 惠全国” 等系列营销活

动。 白云机场在全力做好复工复产和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今年新增信阳、

昭通、安康、巴彦淖尔、博鳌、嘉峪关、

十堰、海拉尔等多条航线。 10 月 25 日

后，更新增广州-巴中，广州-文山，广

州-榆林，广州-保山 4 个新增航点。此

外，由广州往返虹桥、杭州、成都、重庆

等热门航点全线加密， 各航点每日单

向航班超过 20 班。 据统计，今年 1~10

月， 白云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接近

3400 万人次，位居全国机场第一名，全

球机场第二名。 其中，10 月国内旅客吞

吐量已超去年同期近 1.3 个百分点。

中科院明珠科学园一期项目开建，总投资约为132.24亿元

2022年底前满足首批院所入驻要求

晒登机牌

白云机场帮你“埋单”

迎接“读懂中国”大会

千架无人机点亮广州夜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

垤 通讯员 粤消宣 ）

昨日，由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主办，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承办的

粤会“蓝朋友”———“中国消

防”新媒体粉丝嘉年华活动在

广州举行。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领导、广东省消防救援总

队领导、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领导等，以及“中国消防”官方

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的

400 位“铁杆”粉丝朋友和新

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设置了消防车

辆装备展示、广东消防文创作

品展示、搜救犬训练表演、VR

消防体验、消防知识飞行棋游

戏等互动体验项目。在消防员

技能展示区，粉丝们可以看到

消防员用无齿锯切割紧贴灯

泡的铁丝， 切除生鸡蛋外壳，

但不打破内膜等展示，高超的

技术让现场观众叹为观止。

而精彩的搜救犬表演则

让大家看到可爱、别样的“消

防员”。 获过全国搜救犬比武

冠军的搜救犬“郡主”在消防

队员的指挥下，表演了坐、卧、

立、靠、随行、敬礼等科目，赢

得观众的阵阵掌声。粉丝们还

可以抚摸可爱的搜救犬，与它

们互动、合照留念。

现场“实力吸粉”的不仅

仅是各类精心策划的体验和

互动活动，还有“中国消防”为

广大粉丝精心打造的消防纪

念徽章、消防礼品袋、定制马

克杯等“私人定制”消防礼物，

粉丝凭邀请函即可免费领取。

“中国消防”新媒体粉丝嘉年华活动昨日启动

邀粉丝体验VR消防 这波互动“好圈粉”

千架无人

机编队成 “读

懂中国”字样。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胡瀛斌 摄

由学生创作的消防文创产品。

小朋友们参观体验消防车辆装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