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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尹赐安

2018广东省优秀软件产品评选结果出炉

“京华慧眼”入选“十大名牌软件”

广州奥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销售工程师、GIS 开发工程

师、GIS 高级软件工程师、 行政专员 (丰泽

源)、水务事业部副总经理、BIM 开发工程师、

系统集成事业部副总经理、项目管理办公室

经理、咨询顾问、算法工程师、Java 开发工程

师、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联系人：陈小姐

13640818345�020-37020096-2226

简历发送至：chensm@augurit.com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虚拟化开发工程师、高级解

决方案工程师、产品经理、网络虚拟化架构

师

联系人：彭红萍，020-28260062

简历发送至：2933177418@qq.com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广州南天电脑系统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大数据开发工程师、高级网

络工程师、java 软件开发工程师 (中级)、

JAVA 软件工程师、Oracle 数据库工程师

联系人：辛小姐 020-85539476

简历发送至：gzntzp@nantian.com.cn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高速硬件工程师、交互设计

师、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品牌策划专员、证

券事务代表、嵌入式软件工程师(驱动)、SMT

工艺工程师、PHP 开发工程师、Linux 服务器

开发、新产品工艺工程师 (NPI)、Android 开

发工程师、嵌入式平台工程师、测绘技术总

监 / 技术副总监、 测绘总工程师 / 测绘副总

工、天线工程师

联系人：蒋小姐，020-39218499

简历发送至：hr@xag.cn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广东道一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培训经理(12-18K)，主要负

责培训体系搭建，要有优秀的课程开发和个

人授课能力以及内训师培训体系搭建经验；

培训专员(5-10K)，要求优秀的课程开发能

力，掌握相关的课程开发技能。

简历发送至：jobceo@manbroker.co

注明邮件主题：应聘岗位 + 姓名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李耀玲

) 近日， “天河

优创” 2017 年度创新载体评测

结果在 2018 广州国际创新节

(GIIF) 上公布。 记者了解到，

本次测评是在广东省科学技术

厅、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指导下，

将天河区约 160 家创新载体作

为评测对象， 从培育服务能力、

培育绩效和区域贡献力、 特色

与可持续发展力共 3 个维度进

行评测， 最终产生了“天河优

创” 孵化器 ABC 级共 36 家，

众创空间 ABC 级共 24 家。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测评成

功获评优秀 (A 级) 孵化器共 6

家，宏太云产业孵化器就是其中

之一。 作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宏太云产业孵化器专注

TMT 中小微企业， 为创业者提

供 10m

2

~1000m

2

多规格办公单

位和投融资、科技、人力资源、技

术支撑、导师、财税法律、创业培

训、商事综合 8 大服务，已形成

双生态、全链条、专业化的云产

业孵化平台。

截至 2017 年底，宏太云产业

孵化器在孵企业已超过 81 家，

已签约导师超 100 位，合作高校

达 28 家，投资机构 60 家，培训合

作机构 18 家， 第三方服务机构

15 家。 通过孵化培养，被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 45 家， 科技小巨

人 11 家，上市企业 5 家，毕业企

业年产值近 10 亿元。

“天河优创”创新载体评测结果公布

宏太云产业孵化器获评A级孵化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陈汉锋）

日前，由广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香港特区政府

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指导，广东

软件行业协会、香港数码管理有

限公司、澳门电脑学会、广东省

大数据协会联合主办的 2018 年

第七届粤港云计算大会暨第二

届粤港澳大湾区 ICT 大会隆重

举行。 记者了解到，会上发布了

2018 广东省优秀软件产品评选

结果， 京华信息人工智能产品

“京华慧眼”入选“广东省十大名

牌软件”。

此次评选从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用户评价

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致力于宣

传和推广广东省优秀软件产品

及成功案例，为广东省创新发展

和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京华慧眼凭借领先的自然语言

处理、知识图谱、深度学习等人

工智能技术，和独有的领域知识

工程模型与算法，以及在中央部

委、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的推广

应用，成功入选“广东省十大名

牌软件”。

据了解，京华慧眼是一款具

有较强领域专业性的人工智能

知识服务软件，汇集了国内知名

专业知识数据厂商、国家数据平

台、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各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等权

威、专业的信息来源，融合慧眼

用户内部知识库，通过领域知识

工程的实施与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 对各类信息进行汇聚、存

储、加工、挖掘、利用，实现知识

的自动化识别、 关联、 聚集、配

置、呈现等功能，为政府、企业和

个人在撰写文稿、办理文件时输

出任务所需的完备精确的知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罗晓青 林莹 ）

2018年12

月28日下午，“水彩艺术新生力

量作品展———跨度”在天河智慧

城内大观湿地公园隆重开幕，展

览持续到2019年1月10日。省文联

专职副主席洪楚平、天河科技园

管委会调研员魏兵、天河区文广

新局副局长蔡碧、策展人广州美

术学院副教授陈海宁分别为展

览开幕致辞。

本次展览由天河科技园管

委会、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

办，并由天河区图书馆、广州与

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广州

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当代水

彩综合技法研究所协办。 共展示

了31位艺术家，60余件水彩画作，

通过具有年龄跨度、 身份跨度、

题材跨度、风格跨度等的展览组

合，形成了艺术无代沟的一个协

调共同体。 作品囊括不同题材内

容形式以及表现手法，充分展现

了水彩画的多样的艺术特色。 展

览丰富园区文化，给艺术家提供

一个崭新的艺术展现平台，并大

力发扬水彩画作的风采。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广

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当代

水彩综合技法研究所“培优计划

系列课程———苏军权创作分享

会”， 在场来宾共同交流分享艺

术创作。

本次活动也正式启用了大

观湿地文化角，在打造更干净更

整洁更平安更有序园区环境基

础上，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作了进

一步探索，在大观湿地华彩广场

设置文化角作为企业自主展示

风采的舞台。 下一步，管委会将

陆续联合文化部门、企业共同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共同推

进国际一流园区建设。

水彩艺术新生力量作品展“跨度”

在天河智慧城展出

水彩艺术新生力量作品展“跨度”在天河智慧城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