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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梁景辉）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3

月 4 日下午，在天河区委统战部、天河

科技园管委会、 天河区妇联的指导下，

天河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天河

科技园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天河科

技园“三八”妇女节系列主题活动正式

启动。

天河区新联会天河科技园工作委

员会主任、广州菲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娟介绍，天河区新联会天河科

技园工作委员会主要是由天河科技园、

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联合会“八大产业

联盟”及两个“品牌之家”的新阶层人士

组成，现有成员近 100 人。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谢伟在成立

大会上表示，天河区新联会是广州市第

一个区级新联会，天河科技园工作委员

会作为天河区新联会下设 6 个工作委

员会之一，其成立代表着天河区新联会

“1+6”模式工作机制的正式形成。

谢伟希望天河科技园工作委员会

在天河科技园党委的支持和帮助下，把

委员会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基地；并在各界的支

持下全面活跃起来，把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由统战对象转化为统战力量，共同促

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据了解，新成立的天河科技园新联

会基地位于天河区高普路 1039 号 5

楼，面积 110 平方米，突出 2 个功能区，

一是社会阶层人士风采及所在企业产

品服务展示区； 二是新阶层人士沙龙、

会谈交流区。 通过为新阶层人士“架桥

搭巢”，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动园区统

战工作再上新水平。

揭幕仪式后，以“爱国·奋斗·共享·

时尚”为主题的“三八”系列活动启动，

与会嘉宾一同前往示范基地参观极飞

科技、南方测绘、德生科技等园区企业

产品展示。

天河区新联会天河科技园工作委员会成立

标志着天河区新联会“1+6”模式工作机制正式形成

天河区新联会天河科技园工作委员会成立。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何冰纯）

各位天河科技园

总工会的职工会员，今年的工会

两个保障计划开始报名啦！ 关键

词是免费， 大家记得在 3 月 29

日之前办理。

记者了解到，两个保障计划

全称叫“广州市职工特种重病互

助医疗保障计划”和“广州市女

职工安康互助保障计划”， 是以

“互助”为特点，以帮助职工抵御

疾病风险为目的，在保障期内患

保障范围内的疾病可享受相应

的补助金，使职工会员得到及时

的救助和安慰。 计划保障期三年

为一期，新参保的按缴款之日起

至保障期满日止并执行 180 天

的免责期。 两个计划的费用均由

天河科技园总工会承担。

保驾护航赢民心 赠送锦旗表感谢

宏太智慧谷慰问天河智慧城综合防控大队

宏太智慧谷董事长向防控大队赠

送 “尽心尽力保平安， 忠于职守为园

区”锦旗。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李坚志）

3 月 5 日上午，天河科技

园党委书记詹延遵， 天河科技园党

委委员、 服务中心主任魏兵和服务

中心副主任余小毓出席了宏太智慧

谷慰问防控大队活动。

记者了解到， 为感谢天河智慧

城综合防控大队尽心竭力的保障园

区安全和辛勤付出， 宏太智慧谷向

防控大队赠送 6 辆警用电动摩托车

和 30 箱矿泉水。 当天，宏太智慧谷

董事长江枚元为大队送上“尽心尽

力保平安，忠于职守为园区”锦旗，

并衷心感谢防控大队为智慧城所有

企业营造了一个平安有序、 干净整

洁的发展环境。

随后， 在防控大队大队长陈新

杰介绍下， 詹延遵书记实地了解大

队队员学习生活、 执勤训练和大队

近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 詹书记

充分肯定防控大队的各项工作，他

指出， 防控大队作为园区的一面旗

帜， 在很多方面都有值得学习称赞

的地方，特别是处突维稳方面。

詹书记还要求大队全体队员要

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恪

尽职守、攻坚克难、再接再厉，力争

取得更多成绩和荣誉， 为智慧城发

展营造一个平安、和谐、有序的创业

环境。

天河科技园总工会携手宏太工会举办闹元宵活动

近 300名企业职工猜灯谜抽大奖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何冰纯）

2 月 18 日，天河科技园总工会

携手广州宏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工会委员会在宏太智慧谷园区内举办

了“灯谜闹佩奇，金猪闹元宵”活动。 天

河科技园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蔡进

和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劳动人事处处

长、 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主席廖佩璇等

领导出席， 园区近 300 名企业职工参

与活动。

一年一度的闹元宵猜灯谜活动已

连续举办了五年， 每年都会创意新方

式吸引园区企业员工的积极参与。 今

年更是以七闹元宵为主题，“闹·欢乐

猜灯谜，闹·祥狮送祝福，闹·剪纸扬传

统，闹·拔河当争霸，闹·园区寻佩奇，

闹·游戏乐翻天， 闹·幸运抽大奖”，在

园区内闹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在传

统活动添加新时代小游戏， 可谓老少

皆宜， 活动获得园区企业职工积极报

名。

蔡进副书记致辞时表示， 今后将

借助在宏太智慧谷建立工会职工服务

站的条件资源， 为园区企业搭建一个

互相交流的平台， 促进企业间的信息

资源共享， 把服务职工的好事办好办

实。 此次活动的开展，极大活跃和丰富

园区企业职工精神文化生活， 进一步

推动园区文化建设，营造团结奋进、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免费福利等你来！

今年工会

两个保障计划

开始报名了

（一 ）报名条件 ：

天河科

技园总工会管辖内已缴纳工

会经费的企业工会。

（二）办理时间

：2018 年 3

月 4 日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

报名及咨询可联系科技

园总工会： 何小姐 87071123

周小姐 87076052

特种重病互助

医疗保障计划

参保对象：

在职的工会

会员

保障范围及标准

：参保

人在患病补助生效期间，经

广州市三级医疗机构确诊，

患有原发性恶性肿瘤，首次

进行心脏瓣膜置换、心脏冠

脉支架植入或冠状动脉旁

路手术，首次被诊断为慢性

肾衰竭（

尿毒症

）并接受定

期血透或腹透治疗，首次施

行重大器官移植术（

指：心、

肝 、胰 、肾 、肺

）或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的，共可申请定额

患病补助金 20000 元。

（双

份 额 可 申 请 定 额 补 助 金

40000

元

）。

女职工安康互助

保障计划

参保对象：在职的工会

女会员

保障范围及标准：参保

人在患病补助生效期间，经

广州市的三级医疗机构确

诊， 患有原发性乳腺癌、卵

巢癌、宫颈癌、宫体癌（包括

胚胎恶变的肿瘤）的，共可

申 请 定 额 患 病 补 助 金

17500 元。

园区职工猜灯谜。 通讯员供图

园区职工专注剪纸。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