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一带一路构想：问题导向与发展条件》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辉煌党史英雄城市》

《中国方案 丝路情怀》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广州港：历史与地缘优势》

《推动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与广州国际大都市建设》

职务职称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主任

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羊城晚报政文编辑部文教室副主任

广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广州市社科院党组书记、研究员

广州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宣讲人

谭毅

尹德慈

陈穗雄

王倩

王可达

康土红

朱名宏

李文新

杨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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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服务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荔湾有奖

荔湾区科技政策扶持开始申报，最高可获1000万

近日，广州市荔湾区公布了 2019 年科技项目及科技奖励配套经费申报指南，及 2019 年荔湾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落户和认定通过奖励申报指南，其中认定奖励、落户奖励高达 20 万元，科技项目配套经费扶持

100 万~300 万元，科技奖励配套经费更是高达 1000 万元。

信息时报记者 邓睆

2019 年荔湾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

户和认定通过奖励

申报条件 ：

企业住所（

注册地

）在

荔湾区并实际运营的，由省科技厅、省

财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依据《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认定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申报时间 ：

2019 年 4 月 10 日~4

月 30 日

扶持标准：

1.

落户奖励 ：

2017 年 1 月 1 日后

新迁入荔湾区的高新技术企业， 实际

运营一年以上且年营收 2000 万元

（

含

）以上的，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实际运营一年以上且年营收 2000

万元以下的，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

2.

认定奖励：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后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

业，且年营收超过 5000 万元（

含

）的，

给予 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受理点：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

商务和信息化局科技发展科

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东

漖

南路中

段东

漖

南村 638 号荔湾区科工商信局

507 室

联系电话

：020-81376806

2019年荔湾区科技项目及科技奖励配套经费

（一）科技项目配套经费

1.

申报条件

（1）给予经费配套的项目原则上是由市、区政

府科技主管部门推荐申报，2018 年度通过国家、

省、市科技部门验收合格，并获得相应扶持资金的

项目。

（2）申报单位必须是立项项目的承担单位。

2.

配套方式

配套经费采用后补助方式，由企事业单位统筹

用于创新发展，不再组织验收。

3.

扶持标准

（1）配套经费的支持比例按照当年财政预算情

况和各级科技项目立项情况确定，一般不超过项目

所获上级政府资助经费数额的 100%， 且最高额度

按照国家、省、市各级分别不超过 300 万元、200 万

元、100 万元；上级部门有明确配套比例要求的，按

其要求的比例予以配套。

（2）与荔湾区以外的单位合作承担的科技计划

项目，且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中已明确各方所获财政

资助经费分配比例的，以其中本区单位所得财政资

助部分为配套基数。

（3） 同一年度内， 同一个单位承担多个国家、

省、市科技项目的，原则上只配套一个项目，且该项

目所获配套支持资金不超过项目承担单位新增自

筹资金总额。

（二）科技奖励配套经费

1.

申报条件

2018 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科技进

步奖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

步奖等奖项中一等奖和二等奖；获得广东省科学技

术突出贡献奖、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前 3 名的企事

业单位。

2.

配套方式

奖励配套经费采用后补助方式，由企事业单位

统筹用于创新发展，不再组织验收。

3.

扶持标准

（1）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每名奖励

1000 万元；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每名奖

励 500 万元；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

技进步奖等奖项中一等奖的每名奖励 300 万元，二

等奖前 3 名的每名奖励 200 万元，二等奖非前 3 名

的每名奖励 100 万元；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

献奖的每名奖励 500 万元；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特等奖且属第一完成单位的奖励 200 万元，非第一

完成单位的每名奖励 100 万元；获得广东省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前 3 名的分别奖励 6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

（2） 同一单位同一年度按最高获奖项进行奖

励。

（3）同一单位同一获奖项只奖励一个，获奖项

目中完成单位有多个荔湾区企事业单位的，由所有

荔湾区的完成单位共同申请，奖励资金由该项目荔

湾区的完成单位平均分配。

申报受理截止时间：

2019 年 4 月 30 日 17：30

受理地点：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

化局科技发展科。

联系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东

漖

南路东

漖

南村

638 号（

原区经贸局大楼

）508 室。

联系电话：020-81243929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邓睆 ）

近日，记者从广

州十三行博物馆获悉， 为进一步发挥广州市党

员教育基地作用，突出自身特色，抓好“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衔接配套， 广泛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教育， 广州十三行博

物馆今年面向全市党员推出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党员系列课堂活动，加深党员对路线、方针、政

策的理解，提高党员教育培训效果。 现可开始接

受预约。

活动地点：

十三行博物馆多功能会议室

活动形式：

结合党和国家政策方针，举办党

员教育课堂，每次课堂容纳 50 名党员。 以党组

织为单位，电话预约报名。

预约报名电话：

020-81265300

（工作时间：

9

：

00

—

17

：

00

）

去博物馆，上党课！

十三行博物馆党员系列课堂开始接受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