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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召开

2019年工作会议

去年园区总收入

2241.61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陈瑞雄）

不忘初心谋发展， 牢记使命创

佳绩！ 2月27日，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召开

2019年工作会议。 会议由天河科技园党

委副书记蔡进主持，各部门依次简要汇

报2018年工作业绩，并展示新一年的工

作计划设想。

会议上，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主任邹

彦庭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实现科技园

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频共振”，高标

准打造湾区科技协同创新引领区部署

了四方面工作：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在

平台建设上出新出彩；二是实施创新驱

动，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出新出彩；

三是实施精细管理，在打造优质服务体

系上出新出彩； 四是强化作风建设，在

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上出新出彩。

据悉，2018年天河科技园总收入

2241.61亿元，同比增长11%；园区企业

实缴税金总额90.59亿元， 同比增长

13.39%；76家重点软件企业完成营业收

入643.83亿元 ,同比增长22.8%；预算执

行达98%。

最后，天河科技园党委书记詹延遵

提了四方面要求， 一是强化政治意识，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要再深化、再提高；二是强化

责任意识，落实工作要再提速、再增效；

三是强化廉政意识，队伍纪律作风要再

抓紧、再抓严；四是强化规范意识，队伍

管理要再抓实、再提升。 詹延遵强调，面

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难

得、形势逼人。 新的一年，让我们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

下，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

头、坚忍不拔的毅力，在打造活力新天

河中出新出彩，以更优异成绩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林莹）

2 月 1 日下午， 天河科技园党委

召开 2018 年度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民主生活会，区委书记林道平出席。

天河科技园党委书记詹延遵主持

会议并代表科技园党委作对照检查，

党委班子各位同志对照民主生活会的

部署要求，结合以案治本工作，深入透

彻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 大家直

奔主题、言简意赅、辣味十足，讲认识、

摆问题、提措施，进一步团结了班子成

员，坚定了后续各项整改工作的决心。

林道平在会议上指出，科技园党委

严格按照民主生活会的要求进行了很

深刻的剖析。 结合今年区的工作目标

任务和以案治本工作， 他提出四点要

求： 一是科技园党委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

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

坚决维护”，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有计划、 有

步骤、 有效力提升园区发展品质。 二

是要加强作风建设， 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 着力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筑牢防线守好底线， 严格遵守“八项

规定”， 依法依规做好征地补偿、 企业

服务工作， 营造亲清政商关系， 助力

企业发展更大、 更快、 更好。 三是要

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 坚决克服、 改

进不想为、 不敢为、 不作为问题， 不

断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 紧迫感。 始

终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 牢牢把握

粤港澳大湾区、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

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和申报国家级高新

区的历史机遇， 推动天河科技园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是要强化以案治

本工作，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

建。 全面深入梳理各类风险、漏洞，完

善招投标等制度建设， 不断提高科学

决策水平，进一步强化产业规划引领、

路网片区建设、园区品牌塑造、企业精

准服务，助力天河在全省实现“四个走

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中

勇当排头兵，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区领导指导2018年度天河科技园

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饶宗颐经典作品展

亮相天河湿地文化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

汛 通讯员 林莹）

1 月 26 日至

1 月 31 日，《长流不息———饶

宗颐艺术经典欣赏》 在天河湿

地文化角———与亨美术馆展

出。 展览由天河科技园管理委

员会、 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主办， 广州与亨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承办，东方艺文书苑、大梵

卉协办。

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洪

楚平、 天河科技园党委书记詹

延遵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广

州美术学院副校长蔡拥华，省

书协副主席、 广东广播电视台

原副台长蔡照波， 天河区文联

主席李少玲， 省文联艺术馆馆

长陈俊生， 省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孙洪敏，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许敦平，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斯鹏， 广州大学艺术学院教

授庄小尖， 广州市美协副主席

黄健生， 广东画院美术馆馆长

陈迹等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

并对展览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

祝贺。

本次共展出 45 幅饶老的

书画作品， 其中有《万古不磨

意，中流自在心》《潇湘水云》手

卷等著名画作，可谓丹青溢韵，

风雅备至。 饶宗颐先生的字画

疏简凝重，气息空灵，给到场嘉

宾带来了巨大震撼。 开幕式当

天， 众多敬仰饶宗颐先生的人

前来观展。

据了解，天河湿地文化角———与亨美术馆启用于

2018

年

12

月，这

里原本是烂尾楼， 为了打造更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的园区环境，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对其进行升级改造，加入简约现代的文化元素设置

成文化角，作为企业自主展示风采的舞台，让烂尾楼在生态环境优美

的湿地旁焕发新活力，增添新光彩。

为了丰富园区的文化生活，天河科技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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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5

月

~12

月期间，每月都会

邀请到不同的艺术家举办艺术特展，包括赖少其、黎雄才、陈超群、庄

小尖、杨培江、王兰若、赵少昂以及方楚雄的作品都将轮流展出。 此外，

文化角还将在

3

月

~12

月期间举办多场文化活动。

知多D

烂尾楼变文化角文化活动月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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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通讯员供图

天河湿地文化角———与亨美术馆

文化角展览预告

艺术特展类 文化活动

5月赖少其作品展

6月黎雄才作品展

7月陈超群作品展

8月庄小尖作品展

9月杨培江作品展

10月王兰若作品展

11月赵少昂作品展

12月方楚雄书法展

3月 21日 茶文化鉴赏

4月 20日 � 古琴欣赏品佳茗

5月 21日 � 一卷径陆羽《茶经》诵读会

6月 21日 � 篆香茶会之香道讲解与体验

7月 23日 � 节令茶会之抄写《心经》

8月 23日 汉服茶会之习茶礼仪

9月 23日 中式插花雅集

10月 24日 手绘团扇茶会

11月 22日 大唐煮茶之研习

12月 22日 冬至围炉茶会（汤圆茶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