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广州乞巧文化节部分精彩活动

拜七娘

送七娘

七夕游·乞巧体验周游园活动

乞巧工艺展

车陂潮墟

趁巧墟

七夕女子成年及笄礼

广州乞巧文化节十五周年纪念展

“遇见红船，预见爱”青年联谊会

“缘定天河·情定七夕”单身青年交友联

谊活动

活动名称

2019广州乞巧文化节开幕式

文化惠民演出

珠村主会场：

传统七夕民俗活动

车陂分会场：

乞巧民俗文化周

七夕嘉年华

地点

天河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天河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珠村潘氏宗祠明德堂

以良潘公祠、 元德陈公祠、

北帝庙、 乞巧苑 (八社)、七

社、明德堂

珠村乞巧苑

车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展示厅

车陂公园

正佳广场

广州塔

广州塔、珠村乞巧苑

海心沙红船码头、珠江红船

珠江游船“信息时报”号

时间

8月2日15:00至16:00

8月3日15:00至16:00

8月2日至8月8日（每天10:

00、15:00，初七20:00）

8月8日15:00

8月2日至8月8日，每天9:30

至11:00，15:00至16:30

8月2日至8月8日

8月2日至8月8日

8月2日至8月8日集中展览

8月7日18:30至20:00

8月2日至8月8日

8月3日14:00至19:30

8月3日16:00至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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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七夕今

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以“七夕

天河，活力广州”为主题的2019年广州

乞巧文化节将于8月2日拉开帷幕，活动

持续至8月8日。 今年乞巧节在天河珠村

设主会场，同时在车陂设分会场，开展

摆七娘、游园会、汉服巡游等乞巧民俗，

在广州塔、正佳广场等地也将上演丰富

多样的乞巧活动。

今年， 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中共天河区委、天河区人民

政府主办的广州乞巧文化节， 将在7天

时间里为市民推出26场精彩纷呈的文

化活动，包括摆七娘、乞巧游园会、七夕

潮市墟、文艺汇演等。 其中，开幕式将于

8月2日下午在天河文化艺术中心大剧

院举行。 开幕式演出《人兮巧夕 梦筑天

河》 以原创微舞剧为艺术表现形式，将

分三个篇章展示天河区建区、 发展、新

时期的不同面貌。

有着“中国乞巧第一村”之称的天

河珠村，将作为2019年广州乞巧文化节

的主会场。 8月2日至8月8日，珠村以良

潘公祠、元德陈公祠、北帝庙、乞巧苑(

八

社

)、七社、明德堂将展示摆七娘、拜七

娘、送七娘等传统乞巧活动。 同时，珠村

乞巧苑七夕主题公园还将举办为期七

天的乞巧体验周游园会， 如汉式歌舞、

茶艺、武术、传统游艺等汉文化体验活

动，同时还有投壶、穿针斗巧、抛许愿

球、七夕灯谜等民间传统游戏。 广州乞

巧文化博物馆和珠村小学乞巧传承基

地，也将于8月2日至8月8日期间，面向

市民免费开放。

每年广州乞巧文化节不可缺少的

重要环节就是“赛巧会”，本届赛巧会囊

括了“我和我的祖国， 大家来乞巧” 民

间工艺大赛、 “千年乞巧， 仪礼古韵”

首届及笄礼汉服设计大赛、 “巧思妙

想传乞巧” 首届七夕文创设计大赛三

个赛事， 计划于7月5日至7月27日面向

社会完成作品征集及评审， 8月2日开

幕式当天进行颁奖。 8月2日至8月8日，

获奖作品将在正佳广场、 广州乞巧文

化博物馆、 广州塔等地进行集中展示，

届时市民可以前往活动地点感受不一

样的创意乞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昨日，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广州市选

出的省人大代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主题活动。 代表们前往增城

实地调研了广东纽恩泰新能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广州市幸福田园蔬菜现代

农业产业园。

在幸福田园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

代表们实地察看了“增城丝苗5G精准种

植试验田”，绿油油的稻田长势正好。

“很多人对‘5G稻米’有点误会，觉

得5G跟稻米有什么关系？ ”广州金从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素忠告诉

记者，实际上这片稻田是利用5G技术高

速的特性，通过在田间地头安装监控设

施，实行气象监控，采集水质、虫害、生

产周期等数据。 有了精准的数据，就能

精准施肥，精准用药，避免过度用肥用

药。 稻谷的收割时间也能依据精准数据

来决定。

“我们通过5G技术能够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量。 ”他说，预

计今年11月第一批“5G大米”会在广州

上市销售，大米每斤价格大约8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

人社宣 ）

受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影响

的企业仍然稳定了员工的就业岗位，可

以申领社保补贴。 昨日，记者从广州市

人社局获悉，广州市2018年度稳岗补贴

和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申报工

作正式启动。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

流程申报。 据悉，最高额度可令百人规

模单位获得100万元以上的额度返还。

记者了解到，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

申领稳岗补贴，标准为企业及其职工上

一自然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

的50%。 受影响企业的失业保险费返还

标准为： 企业上年度平均参保人数×广

州市失业保险金标准

（

1890

元

/

月）

×6个

月。 广州稳岗补贴及受影响企业失业保

险费返还申报实行全程网上自助办理。

广州市人社局特别提醒，只有符合

条件的工商登记注册“企业”才能申领。

换言之，在广州市参加了失业保险的机

关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

单位、无营业执照的派驻机构等参保单

位，不属于领取补贴范围。 不符合产业

发展方向、技术落后、没有市场前景、生

产经营恢复无望的“僵尸企业”，以及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等失信责任主体，不得

申领补贴。 此外，受影响企业只能享受

一次6个月本市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

的失业保险费返还政策，且当年不再同

时享受《广州市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

岗位实施办法》所规定的稳岗补贴。

企业领取了稳岗补贴或失业保险

费返还，要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

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支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姚雯 通讯

员 穗司宣）

昨日， 广州市司法局在

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下称女子

所）

举办场所开放日活动，省、市相

关单位领导，社会各界代表，新闻媒

体记者及戒毒人员家属代表等逾

200人受邀走进强戒所，零距离了解

强戒工作。活动展示了“沉香戒瘾强

身术”，这是全国首创专门为女性戒

毒人员打造的康复训练健身操。

当日活动现场， 女子所与广州

市律师协会签订帮扶合作协议，由

专职律师为戒毒人员提供“一对一”

法律帮助。

活动展示了国内首创专门为女

性戒毒人员打造的“沉香祛瘾强身

术”，这是女子所与华南师范大学合

作编排的戒毒康复训练操， 它融合

了传统中医的养生理念，动静结合、

刚柔并济， 对戒毒人员运动康复治

疗、戒除心瘾都具有明显效果。

广州市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奥

运跳水冠军罗玉通带领在场人员集

体宣誓， 表达了远离毒品、 珍惜生

命、热爱生活的坚定决心，领导嘉宾

及戒毒人员代表在宣誓板签名。

随后， 领导嘉宾及戒毒人员家

属参观了戒毒人员习艺车间、 康复

训练中心、图书阅览室、宿舍、职业

技能培训室。在职业技能培训室，戒

毒人员正在上茶艺课。据了解，近年

来， 广州市各戒毒场所先后举办了

120期技能培训班， 培训戒毒人员

1.3万余人，其中1.1万人获得国家承

认的职业资格证书， 还有很多人通

过强戒所与企业合办的就业推介会

实现从所门到企业门的直接就业。

广州市司法局从2009年3月25

日开始承担全市强戒人员收治任

务，十年来累计收治戒毒人员5.2万

名，其中各类病患3.7万人，收治强

戒人员人数常数居全国副省级城市

首位，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二；戒毒

人员退回率远低于全省及全国的平

均水平，有效减轻了社会管控压力，

为平安广州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经过十年发展， 目前广州市司法局

下属共有7个戒毒场所、1个戒毒局

医院、1个禁毒教育馆和1个戒毒法

学会， 打造了集收治收戒、 教育矫

治、戒毒治疗、戒毒康复、回归社会

为一体的戒毒工作“全链条”。

2019广州乞巧文化节8月2日开幕，设珠村车陂两个会场

乞巧节26场精彩活动等你打卡

三个多月后，市民可吃到“5G大米”

广州启动稳岗补贴和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申报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报失业保险返还

时间：

2019年12月31日前

方式：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办事

指南-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领，点击“在

线办理”， 自行申报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或受影响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

如何申报？

全国首创

女性戒毒康复操

现场展示

活动展示了“沉香祛瘾强身术”。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