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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原型制作

CAD 机械设计

制冷与空调

网络系统管理

重型车辆维修

精细木工

木工

移动机器人

时装技术

混凝土建筑（队）

砌筑

姓名

文俊凯

林楚镇

杨梓浩

梁皓琨

莫镇安

翟梓曦

潘永坚

胡耿军

温彩云

陈君辉

李俊鸿

陈子烽

单位

广州市技师学院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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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交宣）

为缓解广州中心城区高峰时段交

通压力， 前期广州交警与交通运输部门

确定16条暂停收费城市道路临时泊位，

试点设置准停时段

（每日

9:30

至次日早上

7:30

为准停时段，

7:30

至

9:30

不能停车）

。

6月10日起，交警部门对在非准停时

段泊车的车辆正式开展执法工作。 6月10

日、11日两天，共查处临时泊位违法停车

违法53宗，拖移车辆18辆。

交警提醒， 请广大车主在以上试点

的临时泊位停放车辆时， 务必留意现场

准停时段标志和辅助的禁停时段标志，

严格按照准停时段停放车辆。 中心城区

部分暂停收费泊位试点设置准停时段，

广大车主请勿在准停时段外停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通讯员

严定佳 许仲毅）

昨日，广州市 2019 年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

行”现场观摩活动，在中建四局承建的华

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一期项目举

行。 记者了解到，一期将交付教学楼、实

验楼、宿舍楼等建筑，目前已经进入内部

装修阶段，确保学生 9 月开学入学。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是国内

首个由教育部、广东省、广州市、华南理

工大学四方共建的国际示范校区， 也是

广州市第一个面积最大且全部达到 A 级

装配式评价标准的装配式工程项目。 据

介绍，一期工程 9 月 1 日正式开学迎新，

有 4600 名本科生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广

州国际校区的首批学生。

中建四局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

区一期项目负责人黄拥军表示， 一期交

付的有教学楼、实验楼、研究院以及宿舍

楼和食堂，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结束

后还将进行空气检测，除味除甲醛，确保

学生到时可以直接放心入住。

近期受“龙舟水”影响，广州市频降

暴雨。 为保障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

区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安全， 中建四局在

技术方面做了大量投入。 同时，还利用智

慧工地平台，对工地进行智慧化管理，云

筑网系统、 人脸识别系统、 视频监控系

统、人货梯操作室指纹识别系统、二维码

可视化系统都在该项目得到了运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培金）

在广州，街坊仅花 100 元便

开通自己的冠名慈善基金。 6 月 11

日，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获悉，在这

“个性化行善”之路上，有的街坊汇集

了邻里好友的力量，给山村贫困儿童

带来改变；有的通过带动孩子一同参

与，让慈善成为整个家庭生活的一部

分。如今，设立个人慈善基金，已逐渐

成为广州市民做慈善的新方式。

成立个人慈善基金资助贫困学子

在个人冠名慈善基金中，何笑霞

设立的乐言天使基金成绩颇为亮眼。

这位人称“霞姐”的广州街坊于 2014

年成立了“乐言天使基金”，由广州市

慈善会进行善款监督管理， 迄今为

止，基金已注入善款 99429 元，支出

68600 元，共资助了 60 位贫困学子。

自 2013 年起， 霞姐就一直对清

远市佛冈县的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和

探望，并带动了身边一众朋友参与其

中，“当时清远佛冈县一所学校的校

长很热心，帮我找了一些需要帮助的

孩子，我就每年都去几次走访核实学

生信息”。 在行善的过程中， 霞姐发

现， 具有公信力的专业管理必不可

少， 于是在 2014 年成立了乐言天使

基金，当学生的信息核实后，便通过

基金来资助支持。

霞姐透露，“乐言”是其小孙女的

名字， 希望孙女长大后一样乐于行

善。“乐言天使基金”成立后，不仅有

霞姐及其朋友筹集善款，也带动了乐

言父母的朋友圈助力。在她资助的孩

子中，有一个叫小花的孩子，“她的成

绩很差，她的养母说家里没钱，想让

她不要读书了。”那一次，霞姐等志愿

者开解小花， 并表示只需要好好读

书， 其它问题志愿者都会想办法解

决。“小花比以前更加发奋读书了，半

年之后考上了重点高中。 ”霞姐说，小

花还立下了考上浙江大学的目标。

这些冠名慈善基金不仅给受助

者带来了改变，同时也给设立基金的

爱心家庭带来了美好的小变化。对品

彦公益基金的设立者小米来说，慈善

基金是让儿子了解慈善的最好途径。

小米希望儿子品彦从小就了解妈妈

的工作， 并且可以参与进来。 于是，

2018 年 6 月 1 日儿童节，小米给读小

学的儿子设立了一个冠名基金———

“品彦公益基金”。小米说，“品彦公益

基金”今年的规划是，利用暑假的机

会，给山区的困境儿童带去学习用品

和生活物资。在小米看来，“给孩子设

立个人冠名基金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让更多家长了解这一‘个性化’

行善方式。 ”

人人都可以成为“慈善家”

近年来，像霞姐、小米等一样咨

询设立冠名基金的市民渐渐增多，有

些还会带着孩子过来，让孩子用自己

的压岁钱申请设立个人冠名慈善基

金。 广州市慈善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只需 100 元启动资金，每年注入资金

不低于 500 元，便可以在市慈善会基

本账户下设立冠名基金，实行专项管

理，专款专用。 个人冠名基金的低门

槛，使得家长、小孩都可以设立。

目前，已在广州市慈善会成功申

请设立的个人冠名基金有 450 个，善

款总额近 100 万元。

100元就可冠名个人慈善基金

人人都可成为“慈善家”，目前广州已有450个个人冠名基金

如何设立冠名慈善资金？ 可咨

询广州市慈善会冠名慈善基金

电话：

020-83371918

微信：

gzcs-1994

小贴士

12名广州选手将出战世界技能大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人社宣 ）

两年一届的世界技能大

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世界技

能组织举办的最高层级世界性职业

技能赛事。 今年 8 月 22 日至 27 日，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俄罗斯的

喀山举行。广州市选手将第 5 次代表

中国征战世赛。 经过历时 16 个月的

国手选拔， 广州市最终有 11 个项目

12 名选手

（全国共

56

个项目

63

名选

手）

成为国手将代表中国出征，另有

11 个项目 11 名选手成为国家备选

选手，参赛项目和人数连续两届超出

其他省和直辖市。

当地时间 6 月 11 日，洋河股

份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耀抵达吉

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近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即将在此举行。

6 月 11 日， 吉尔吉斯斯坦副

总理奥穆尔别科娃、 总理助理阿

了马斯·伊斯迈洛夫、政府总理办

公厅、投资署等吉方政府代表，在

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府会见了王耀

一行，就中吉两国文化、酒类国际

化发展机遇、 潜在合作机会等话

题进行了座谈。

当日， 王耀还与欧亚经济联

盟吉尔吉斯斯坦负责人奥玛斯举

行会晤，就中吉贸易政策、关税优

惠、酒类消费、投资政策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王耀还谈到了诗

仙李白，李白既是诗仙也是酒仙，

他的诗篇在两国家喻户晓。 随后

王耀向奥玛斯发出邀请， 欢迎他

到中国洋河品尝中国美酒， 并向

奥玛斯赠送了梦之蓝·手工班。

比什凯克是“古丝绸之路”上

重要的一站， 这里留下了诸多优

美的文化足迹。明月、美酒、天山、

琵琶、驼铃，如一颗颗星子点缀着

历史的天空，熠熠生辉。其中美酒

是最美的意象， 让华夏文明和西

域风情， 交相辉映在诗人墨客的

作品中。 据悉，本次峰会期间，来

自中国的梦之蓝 M9 将再次飘香

比什凯克，成为“上合峰会”指定

用酒。

���王耀向欧亚

经济联盟吉尔

吉斯斯坦负责

人奥玛斯赠送

梦之蓝·手工班

▲吉尔吉斯斯

坦副总理奥穆

尔别科娃和王

耀合影

▲

上合时间：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会见洋河股份董事长王耀

临时泊位查违停两天拖走

18

辆车

华工国际校区

9

月可迎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