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太分站揭牌当天，举办天河区青年联谊活动，吸引不少

青年男女参与。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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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周淑仪 彭进）

智慧城的职工又有活动新

据点咯！ 7 月 20 日，由天河科技园管委

会、天河软件园管委会、天河智慧城管委

会主办，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中国南方人

才市场和宏太智慧谷共同承办的 2019

天河科技园工会职工服务站宏太分站揭

牌仪式暨“携手·新时代”天河区青年联

谊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河智慧城宏太智慧

谷进行。

职工服务站宏太分站揭牌

活动当天，天河区总工会、天河科技

园管委会等领导代表一起对天河科技园

工会职工服务站宏太分站进行揭牌。 天

河科技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站成立之

后， 科技园总工会将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体活动，成为职工服务阵地，不仅可

提供青年的交友联谊活动， 同时设置心

理咨询， 定期邀请心理专家解决职场员

工的烦恼， 举办知识讲座提高劳动技能

知识等。

此外， 宏太分站还将提供困难职工

帮扶、劳动者维权、住院二次医保以及在

职员工住院关爱计划等。“希望宏太分站

能成为全区工会职工服务站的示范站

点，并以此为契机，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服务大局、服

务职工、推动发展、促进和谐中的重要作

用，扎扎实实为科技园职工们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 ”上述负责人介绍。

男女嘉宾们积极参与游戏

新据点的首场活动， 正是关注大家

“终身幸福”的青年联谊活动，吸引未婚

男女青年共 20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精

心组织的“绑的就是你”“一见钟情”等游

戏环节消除了单身青年之间的距离感，

也加深了男女青年彼此之间的印象，欢

声笑语此起彼伏。

参加活动的青年表示， 参加这次联

谊活动感觉很放心、很愉快，就算没有找

到合适的对象，扩大交友面也不错。活动

不仅丰富了天河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

也进一步拓宽了青年沟通交流的渠道，

稳固了天河人才梯队结构， 保持产业升

级持续动力。同时，也为天河的单身青年

搭建一个友好、真诚的适合青年多样化、

活力化的沟通交流平台。

对于本次联谊活动， 中国海外人才

服务基地外联办副主任宋筱娟表示，服

务基地不仅仅对海外人才在就业和创业

方面提供平台和服务， 也会考虑到这类

优秀群体的生活配套问题、 个人问题以

及子女教育问题。“就像这次青年联谊活

动， 我们希望这些优秀青年能够找到心

仪的另一半， 安心地在广州踏实工作和

落地生根。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陈

瑞雄 詹璟梓）

7月21日，为期三天的2019年

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平安城市-智慧守

护” 智能安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天河智

慧城核心区圆满落幕， 来自全省各地的66

位智能安防高手齐聚一堂角逐竞赛桂冠。

据了解悉，广东省“平安城市-智慧守

护” 智能安防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已纳入

2019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目录。 本

次竞赛决赛共有 66名选手入围，决赛分理

论考试和实操考试。其中，实操考试主要让

选手在模拟场景中针对视频监控和入侵报

警等常见安防系统进行安装调试等操作，

全面考验选手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

本次决赛选址天河智慧城核心区，不

仅有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在此入

驻，也有大批如美电贝尔、洪森科技、中派

安防等从事安防产业的企业集聚。 本次技

能竞赛不仅是对行业技术人员水平的一次

大检阅， 更有利于通过比赛激发更多从业

者自觉学习技术、苦练技能，营造全行业找

差距、学先进的良好学习氛围，从而促进全

行业业务技能水平的提升。

智慧城职工再添“新据点”

天河科技园工会职工服务站宏太分站揭牌

“平安城市 - 智慧守护” 智能安

防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智慧城举行

智能安防高手

齐聚角逐桂冠

“品秀杯”篮球联赛火热招募中！

快来报名吧

选手们在进行理论考试。 通讯员供图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

智汛）

记者从天河智慧城

管委会获悉，为丰富企业

的文化生活，营造健康积

极、文明奋进的良好园区

活动氛围，更好地构建企

业交流互动平台，打造园

区特色文体品牌活动，园

区将于 9 月至 11 月举办

2019 年天河科技园“品秀

杯”篮球联赛。

报名须知：

活动以单位形式

（园区企业）

报名，请各单位填写报名表发送至

指定邮箱：muyu051@126.com，并

同步提交纸质版报名资料（报名

表、免责声明书、诚信比赛责任书）

盖公章，提交到天河湿地公园球场

办公室，张先生17819577488，采用

先报先录取规则，额满则止。 报名

截止时间为8月11日18:00前， 报名

结果以组委会电话及邮箱回复为

准。

奖项设置：

髴通过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决

出前八名， 设立冠军

（现金

3000

元 ）

、亚军

（现金

2500

元 ）

、季军

（现

金

2000

元）

、四至八名

（现金

1200

元）

及奖牌、奖杯。

髵道德风尚奖、 最具人气队

伍、最佳风采团队和MVP(

奖金各

800

元）

及相关奖牌。

髶赛事期间每队获饮料一箱。

髷活动现场设抽奖环节

（越秀

地产、广州地铁赞助抽奖奖品）

，一

等奖1份、二等奖5份、三等奖10份。

时间：

2019年9月1日至11月2日

赛区：

髴科贸、科韵赛区场地

（华农田家炳篮球馆）

髵高唐赛区场地(

天河

湿地公园篮球场）

赛制：

标准五人赛制

报名：

每队 10~15 人， 限 48

支球队

招聘信息

广州咫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

游戏开发工程师 cocos2d、

游戏开发工程师 unity/U3D、游戏开

发主程序 unity/U3D

联系人：

钟小姐 020-81016230

简历发送至：

1969367832@qq.com

注明邮件主题：

应聘岗位+姓名

广州市三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

销售专员/客户经理(

广州

市

)、 技术支持工程师、 数据运营专

员、行政助理、java 开发工程师、运营

助理、研发助理

联系人：

苏先生 62323888-8890

简历发送至：

hr@sandi.com.cn

注明邮件主题：

应聘岗位+姓名

广州盛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

前端开发工程师(偏小程

序)、实施工程师（汕尾或潮阳财政局

驻点）、 测试工程师、 资产清查工程

师、项目实施工程师、产品专员/产品

经理、实施主管、高级实施工程师、项

目经理、 软件销售、 高级产品经理、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联系人：

沈小姐 020-85570705

简历发送至：

hr@sendkey.net

广州市团乐团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

计调专员、内容策划经理、

总经理助理、bd 商务经理、行政人事

实习生

联系人：

蒙小庆 15811677647

简 历 发 送 至 ：

mengxiaoqing@team－

lock.cn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玫 通讯员 尹赐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