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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袁琳）

1 月 16 日，华为越秀 ICT 联

合创新展示中心暨华为广州生态创

新中心在广州市越秀区市政中环大

厦揭牌，标志着环市东“广州科技创

新走廊”的建设进入新节点。 越秀区

委常委郭环、广州市市政集团董事长

莫远飞、 华为 EBG 中国区行业解决

方案部部长徐建峰、越秀区科工信局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建设街道办事处

主任李毅强等出席了揭牌仪式。

据 了 解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即信息

和通信技术，是电信服务、信息服务、

IT 服务及应用的有机结合。为进一步

发挥华为在云计算、 大数据领域的

龙头作用， 越秀区科工信局联合华

为公司以及市政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在市政中环大厦一楼共建华为越秀

ICT 创新展示中心以及华为广州生

态创新中心， 展示最新科技成果及

智慧城市建设方案， 未来将打造成

为环市路“广州创新走廊” 的创新

节点。 据介绍， 华为越秀 ICT 联合

创新展示中心主要展示华为公司最

新的科技内容， 以及智慧园区整体

方案 （

人脸识别 、 园区应用和园区

智能管理

）、 物联网方案和大数据及

案例、数字政府案例和智慧城市方案

（IOC）等。

目前，市政中环大厦已被纳入黄

花岗科技园合作园区，未来将引进更

多符合越秀发展方向的优质科技型

企业落户越秀发展，打造成为环市东

“广州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 下

一步，越秀区科工信局将全方位加强

与华为公司的合作，在智慧城市建设

方面打造示范项目， 并在人工智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引入生态合

作伙伴，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越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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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袁琳）

1 月 9 日下午，建设街党工

委书记李嘉斌、 街来穗中心分管领

导王劲及建设派出所副所长蔡国雄

主持召开了建设街 2019 年第一季

度消防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

室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动员部署

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市、区今冬明春

公共安全防控工作部署要求， 通报

了 2018 年全街消防工作整体情况，

分析了当前出租屋防火灾和防燃气

中毒（

“双防”）

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

形势。

李嘉斌表示，要强化责任意识，

压实主体责任；要突出问题导向，进

一步提高隐患排查整治实效； 要深

化认识细化措施，确保落实到位；要

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加快构建消防

工作长效机制。 下一步要重点抓好

出租屋和电动车的监管、 人员密集

场所的监管、燃气的监管、“二合一”

“三合一” 场所的监管等四方面工

作。同时，要全力抓好春节期间消防

安全工作， 切实加强消防安全的宣

传和监管，做好重大集会、活动举办

场所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坚决预

防和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袁琳 ）

1 月 10 日， 越秀区委

常委、 区纪委书记孔祥虎带队到广

州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走访调

研。

调研过程中， 孔祥虎详细了解

了企业发展历程 、 经营现状及发

展计划。 孔祥虎强调， 要将经济

下行压力转变为加快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动力 ， 街道要与企

业加强沟通对接 ， 做好企业发

展中各项跟踪服务工作， 不断

优化服务意识， 提高办事效率，

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 企业负责人

要坚定信心， 统筹规划发展， 进一

步做大做强， 为越秀区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广州一建建设集团董事长邓化

亭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袁琳）

1 月 17 日下午， 人大建设街道工

委组织人大代表联组开展集中视察活

动，越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邱少民及

区人大代表李嘉斌、许承、蒋主浮、方志

华等参加活动。

联组代表听取建设街道办事处副

调研员黄俊作2018年经济工作汇报，充

分肯定了建设街一年来的工作，并表示

街道能将经济下行压力转变为加快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且发展后劲

足、质量高，目标任务明确，部署工作思

路清晰，突出了稳中求进的发展主题和

工作重点，在安商稳企、精准服务、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随后，人大代表联组一行实地视察

了华为越秀 ICT 联合创新展示中心暨

华为广州生态创新中心以及广东南方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代表们认真听

取相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企业最新科

技成果及智慧城市建设方案。 针对在视

察中了解到的有关困难和问题，代表们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有效发挥人大代表

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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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 ）等错误思想和

行为放任不管 ，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造成不

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A.政治纪律 B.组织纪律

C.作风纪律 D.政治规矩

正确答案：

AD

答案解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六十一条：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等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

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2.

违反党的（ ）等党的规矩，在政治上造成

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A.优良传统 B.工作惯例

C.组织纪律 D.政治规矩

正确答案：

AB

答案解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六十二条：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

惯例等党的规矩， 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或 （ ）党组

织作出的重大决定， 或者违反议事规则，个

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

A.拒不执行 B.擅自改变

C.决意违反 D.打折扣落实

正确答案：

AB

答案解析：《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六十三条：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

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或者

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

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