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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何冰纯）

11月2日， 在天河湿地篮球场，

2019天河科技园“品秀杯”篮球联赛总

决赛激烈进行中，来自园区企业的选手

们全力投入比拼，现场呐喊加油的声音

此起彼落，美少女啦啦队在赛间带来的

青春洋溢热舞更是引发大家阵阵欢呼。

据了解，本次天河科技园篮球联赛

吸引了园区南方测绘、品高软件、南天

电脑、 超讯通信等49家企业700余名信

息行业员工积极参与， 经过历时3个月

的激烈角逐，宏太智慧谷代表队在总决

赛中力压群雄，捧得冠军奖杯，君海游

戏摘得亚军，中建四局荣获季军，小鹏

汽车斩获殿军，北明软件、极飞科技、招

商华软、中移南方基地并列第五名。 天

河科技园党委书记詹延遵、天河科技园

党委副书记蔡进、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主

席廖佩璇到场祝贺，并分别为优胜队伍

颁奖和合影留念。

为进一步吸引、 服务、 留住人才，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在园区文化创建方

面不断创新内容、 丰富内涵， 系列篮

球赛、 羽毛球赛已举办6届， 累计参赛

队伍超400支

（次）

， 规模、 热度一届

赛一届。 除此之外， 周四健康跑、 青

年联谊、 阅读书香、 音乐沙龙、 爱心

公益等品牌活动已成为创新人才交流

的重要平台， 以科技和青年为特色的

园区文化已成为凝聚园区企业的强力

纽带， 进一步增强企业扎根园区发展

的信心和决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杨俊峰）

为进一步强化城市交通秩

序管理， 提高市民交通出行意识，营

造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的浓厚氛围。

11月7日、8日下午， 天河科技园服务

中心党支部及结对共建企业党支部

共同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交通疏导、

文明出行、党员志愿者在行动”志愿

服务活动。

当天下午， 正值下班高峰时段，

党员志愿者统一佩戴党徽，身穿小马

甲，手中挥着“交通指挥旗帜”来到园

区较为繁忙的高普路北高塘石地铁

站路口，先向市民派发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手册，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宣讲交

通安全知识，接着，党员志愿者进行

分工， 对行人过斑马线争先恐后、机

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行

为进行劝导和教育，引导市民摒弃交

通陋习，养成良好的文明交通行为。

此次活动， 党员干部以最直观、

最切实的方式服务群众、 引导群众。

在活动过程中，志愿者时而引导行人

按秩序过马路，时而搀扶年长的老人

过马路， 时而制止行人硬闯马路，并

用语言和行动及时宣传交通法规。 虽

然路口车辆拥堵，行人众多，加上烈

日当头，但党员志愿者们依然坚守岗

位，认真工作，履行一名“交通使者”

的岗位职责，他们面带微笑、用温和

的语言耐心地提示行人遵守交通，注

意安全。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让我亲身

体会到文明出行的重要性，使我们在

劝导别人的同时，也能提升自己的交

通意识。 ”党员志愿者纷纷说道。此次

活动不仅缓解了高塘石地铁站路口

当日的交通压力，而且还起到了宣传

作用，传播正能量。 同时，党员志愿者

们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快乐，更好

地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陈跃娟）

记者近日获悉， 今年以

来，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以党建为抓

手，搭建“1+7+42+X”党建结对共建

特色体系，有效依靠企业、联动企业、

发动企业，形成人人参与、个个主动

的慈善事业格局。

今年以来,与发动 5 家企业与贵

州省毕节纳雍县贫困村结对帮扶资

金 45.8 万元， 4 家企业前往贵州省

纳雍县、 清远市连山等贫困地区捐

款捐物超 20 万元,并广泛发动园区企

业为长者关怀项目、 儿童关怀项目

等捐款超 34.2 万元， 激发企业社会

责任感。 此外， 今年天河科技园管

委会充分发挥园区企业集聚优势，

先后组织新塘小学学生参观佳都集

团， 为孩子们普及科技知识； 为新

塘小学及岑村小学捐赠价值 2 万元

的儿童书籍 978 册， 营造良好学习

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

智汛）

一叶知秋，广州的天

气逐渐变凉，大家也开始穿

上了美美的秋衣。位于天河

智慧城的天河湿地公园，落

羽杉叶已经开始变黄，走入

湿地公园， 满眼尽是金黄

色， 充满着浓郁的秋日气

息。 近日，天河湿地公园的

秋色登上各大互联网社交

平台的广州秋游圣地推介，

成为新一代“网红打卡点”。

交通疏导 文明出行 党员志愿者在行动

捐款捐物超百万元！ 园区企业爱心满满

天河湿地公园成网红打卡点

推荐理由：

本书通过

几个行业的例子描绘了范

式转移的特点， 其中和工作

关系比较大的有云计算、物

联网、5G、人工智能、混合现

实。 经常听说的，也会对我们

生活有影响的还有量子计

算、机器人、自动驾驶、私人

航天， 以及人命关天的生物

医疗。 书上有一些源头的历

史故事来推理未来的发展方

向， 对于拓宽自己的思维和

市场信号非常有好处， 尤其

在对企业的管理和对市场营

销的定位上， 未来都是行业

的复杂性决定， 说白了就是

把原来的专业性打散， 分散

到各个领域， 再通过互联网

的关系， 让所有的点串在一

大片变成很大的广域网。 如

果要创业， 其实可以从以上

几个点进行思考发力， 专注

某个领域。 很值得大家抽时

间去研究看一看。

好书

推荐

广州潘赛缇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谢君推荐：

《暗趋势》

简介：

作者王煜全，科技投资人、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得到”

专栏《前哨·王煜全》《全球创新

260讲》主讲人。

天河科技园篮球联赛圆满落幕

比赛历时3个月，吸引49家企业700余名员工积极参与

总决赛上，参赛队友们在激烈较量。

宏 太 智 慧 谷

代表队最终捧 得

冠军奖杯。

通讯员供图

市区

（黄埔大道、中山大道、广园路、临江大道等）

开到科韵路，往北

直到尽头

（岁村车管所附近）

，接入云溪路，向右

（科学城方向）

行驶 2 公

里，留意软件园管委会路标

（在大观路口隧道前左转）

。 另外，还可通过

五山路、广汕路、大观路各入口进入天河软件园。

公

交

高唐路站：

B26、581、776、901A、902

软件路站：

78A、320、355、494、494A、497、581、774、776、902、903、B4、B26

华观路中站：

78A、578

地

铁

地铁 6 号线高普路北站出，转乘 494、494A、497 到软件路站下车。

自

驾

为了保护这块智慧城中的“世外桃源”，请尽量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前往。 由于此地依靠植物进行调节环境， 请市民来到后不要“辣手摧

花”，园内的小动物都十分活泼可爱，也请善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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