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方式：

请联系天河科技园总工会（87071123、87076052、18922380200）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1037 号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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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平安城市-智慧守护”智能安防职业技能竞赛初赛在三地举行

为安防行业发展选拔人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8 月 4

日下午，由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

会、广东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院联合承

办的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广东省“平安城市-智慧守护”智能安防

职业技能竞赛初赛顺利举办。 来自广

州、珠海、东莞、佛山、深圳等 10 个地市

约 200 余名选手报名参赛。 本次竞赛由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

总工会主办，广东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

总队指导。

据了解，广东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广东省“平安城市-智慧守护” 智

能安防职业技能竞赛， 旨在引导广大

安防从业者学习技能、 提升技能， 充

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培养和选拔技

能人才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为安防行

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

初赛共设广州、 珠海、 东莞 3 个赛区，

各赛区在同一时间进行竞赛。 初赛以

理论考核的形式进行， 考核内容为安

全防范系统装调维修基础理论及相关

知识等， 要求参赛者掌握安防技术知

识， 熟悉安防技术防范产品的设计要

求。 初赛成绩将于近期在协会和广东

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院的微信公众号

及官网公布， 决赛、 半决赛将于 8 月

中下旬举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何冰纯 周淑仪）

加入天河科技园总工

会，福利非常多！ 据了解，从 2018 年至

今， 天河科技园总工会已为园区 14925

名基层工会会员免费购买了两个保障

计划， 为 2 名会员申请患病补助共计

57500 元。除此以外，只要是基层工会会

员还有不少福利可以享受，快来看看有

什么福利吧。

免费购买两个保障、免费提供健康检查、学历教育补助、住院关爱慰问金……

加入工会成为会员福利多多

（1）天河区的在职工会会员，如家庭人均月收

入低于 1600 元，或因重大疾病、意外灾害、突发事

情致贫则可申报困难职工档案登记。 通过审核并

登记在本年度困难职工档案中， 则可以得到生活

救助、阳光救助、节日送温暖、紧急救助等帮助。

（2） 所属科技园辖内工会会员本人及家庭因

疾病、意外事故、子女就学等原因致困时，会员所

在的基层工会除了应给予帮扶、救助和慰问外，缴

纳了工会经费的基层工会还可为其工会会员向天

河科技园总工会申请一次性特殊困难补助， 每位

补助对象不超过 2000 元，每个基层工会组织为其

会员申请的困难补助每年不超过其实际上占工会

经费的天河科技园总工会留成部分的 20%。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王飞）

七夕临近，单身男女们又开始关

注“脱单”问题了。 由 HiMonday、长兴

街团工委、长兴街道总工会主办、我主

良缘广州分公司协办的“2020 年七夕

单身青年联系活动”要开锣了，有“脱

单”意愿的单身男女们，快来报名吧。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活动为公益免费

活动。

主办单位：

HiMonday、长兴街团工委、

长兴街道总工会

协办单位：

我主良缘广州分公司

活动性质：

公益免费（有吃有喝）

参与人数：

200 人左右

活动时间：

2020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18：30-21：30

活动地址：

3 丨 6 号线天河客运站 c 口

HIMONDAY 产业园

报名要求 ：

单身男女，有稳定工作，正

确价值观、婚恋观。

“单身狗”救援热线：

13352846602

本月展览

我的动物园不收门票

———罗玉鑫作品展

七夕来相会

单身青年，来这里邂逅吧！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林晓菊）

罗玉鑫作为广东国画画

坛的新锐中坚，屡屡在全国性画展中

取得佳绩。她的画作，清新秀逸，得宋

人精谨入微之雅致，又不失现代绘画

特有的形式美感和思想性追求。此次

展览以“我的动物园不收门票”，这样

一个俏皮的话语为标题，似乎意在透

露，画展的动物种类繁多，且不少异

于寻常所见，故而，只有“动物园”才

足以容纳。 这也意味着新的动物题

材，无论在技法、表现都将为画家带

来新的挑战。观者大可以用一种逛动

物园的猎奇心态，探寻自己未曾预见

的“动物”， 在画家丹青妙墨的指引

下，走进“动物园”里的未知世界。 其

次，标题强调了这个“动物园”是她个

人的，这些活泼的生灵是所她创造。

开幕品鉴：

2020年8月18日 15:30

展期时间：

2020年8月18日-8月30日

（

10:

00-18:00

）

展览地址：

天河区思成路18号与亨美术馆

（天河湿地公园旁）

困难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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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为已上缴工会经

费的 75 家基层工会会员开展职业病防治健康检

查，提供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山大学附

属第六医院、美年大健康、康富来等四家体检机构

供选择， 以健康检查 900 元标准按缴费情况分配

名额，向广大职工提供“普惠、多样、精准”的健康

服务保障。

（注：按一定比例分配名额）

工会会员职业病防治健康检

查和一线职工免费体检

2

对于具备工会会员资格的一线职工， 在职期

间参加大专、本科学历教育学习，且按要求进行预

登记后，在取得毕业证书的当年可获得 4500 元的

教育补助金。

（注：广东省总工会补助

1000

元、广

州市总工会补助

1500

元、天河区总工会补助

1000

元和天河科技园总工会补助

1000

元。 ）

学历教育补助

3

因各类原因在医保定点医院住院 3 天或以上的在职工会会员

（符

合计划生育政策住院分娩的女性工会会员，不受“连续住院达到

3

天

或以上时间”的限制）

。

慰问金标准为每人 700 元

（广州市总工会慰问

300

元、天河区总

工会配套慰问

200

元、天河科技园总工会配套慰问

200

元）

，同一自然

年度内同一工会会员暂定只予发放 1 次。

住院关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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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保障计划是广州市总工会、 广州市职工济难基金会推出，以

“互助”为特点，以帮助职工抵御疾病风险为目的，在保障期内患保障范

围内的疾病可享受相应的补助金，使工会会员得到及时的救助和安慰。

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为进一步体现工会组织对广大职工的关怀， 切实为

职工排忧解难，每年都会为基层工会会员免费购买两个互助保障计划。

互助保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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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篮球及羽毛球联赛、单身青年联谊活动、读书沙龙、科

普活动、观看爱国电影、趣味运动会、每周健康跑及大型健康跑、生日

及节日慰问等活动。

文体品牌活动

6

定期有律师现场为工会会员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提供专业心理

咨询师帮助工会会员疏导不良情绪；不定期开展各类法律宣传讲座和

心理讲座等。

法律援助及心理咨询服务

7

对正常缴纳工会经费并积极开展工会活动的基层工会，天河科技

园总工会对其举办的工会活动给予经费补助，主要用于补助基层工会

开展活动的场地、设施设备、交通工具的租金支出等；或基层工会参加

上级工会组织的职工业余文体活动所需器材、服装、用品等购置、租赁

与维修方面的支出等，补助金额不超过该工会当年实际上解工会经费

留存科技园总工会部分的 50%。

工会活动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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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平安城市

-

智慧守护”智能安防职业技能竞赛初赛广州赛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