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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天河科技园

新增53家规上软件企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周楚芬 ）

目

前，天河区 2020 年新增规模以上软件企业专项现

已完成项目申报、项目核实、征求区政府相关部门

意见、报区政府审定等环节，现已公示了拟支持名

单。 其中，天河科技园共有 53 家企业上榜。

序号 单位名称

1 广州柏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广州朋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 广州市灵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4 广州智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5 广州中省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 广州联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 广州起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 广州飞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 广州闪聘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广州旗骏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1 广州极有汇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州金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 广州星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 广州司立威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15 广州量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 广州指趣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 广州心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8 沃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9 广州智众联科技有限公司

20 广东尚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州番石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2 广州引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3 广州辰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 广州创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5 广州夸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6 广州康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7 广州和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州橙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 广东天拓海汇科技有限公司

30 广州夫尚科技有限公司

31 广州啦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2 广州荣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3 广州汉沣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4 广东

夽

谷科技有限公司

35 广东沅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6 广州壹学车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7 广州爱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8 广州网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9 广州市卓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 广州芳禾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41 广州讯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2 广州索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43 广州酷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4 广州英睿科技有限公司

45 广州魁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46 微碳（广州）低碳科技有限公司

47 广州广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48 广州小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9 广州畅移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50 广州八爪鱼科技有限公司

51 广州凯利亚美科技有限公司

52 广州神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3 广州亿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方楚雄书画作品展在与亨美术馆展出

到天河湿地公园赏秋玩转摄影大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何冰纯 周淑

仪）

到了秋冬季节， 天河湿地公园一片片金黄色的

落羽杉， 将南国秋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吸引众多人

前去打卡。 随着今年秋天的到来， 天河湿地公园的

秋日美景图又开始刷爆朋友圈， 想来网红景点打卡

吗？ 想让自己的拍摄作品“出圈”？ 现在机会来啦：

11 月 21 日上午， “一园秋色一园香” 天河智

慧城 X 宏太智慧谷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将在宏太智慧

谷东广场举行。

当天上午， 活动将携手天河科技园总工会举办

天河智慧城首场线下百人 Zumba (

尊巴

) Party。 参

与者现场与国内一流的 Zumba 导师一起享受风靡全

球运动方式带来的快乐， 释放压力、 享受热情， 现

场参加挑战赛还有机会赢大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

10 月 29 日下午，

2020·尚天河文化季开幕式在广州天河与亨美术

馆举行。 当天，方楚雄书画作品展拉开了此次文化

节的序幕，据悉，该作品展展期从 10 月 29 日持续

至 11 月 29 日，共展出 56 幅作品，吸引众多市民

前往观赏。

据了解， 此次展览由天河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和与亨美术馆共同主办， 展期一个月。 作品创作

者———方楚雄，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

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 广东省人民政府

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在当代花鸟画坛，方楚雄是引人瞩目的高手，

也是成效显著的名师，功力深厚扎实，在艺术技巧

和表达方式上很多元，题材广泛，是极有特色的实

力派。 他接续花鸟画的文脉，顺应当代的文化心理

与视觉经验，作品谐俗而入雅，讴歌和谐精神，注

重人文关怀，深层次地展现了“尚天河”一直在坚

持的传统与时尚融合创新的创作理念。

“到处皆诗境， 随时有物华”， 参观者纷纷表

示，流连在美术长廊中，方楚雄教授的作品画面富

有情趣与诗意，观看后让人身心倍感轻松愉悦。

Zumba�Party奖励设置：

一等奖（

1

名）：

1000 元的团体奖金

二等奖（

1

名）：

800 元的团体奖金

三等奖（

1

名）：

600 元的团体奖金

报名方式：

以组建战队的方式参与活动，

选一人当队长，一队共 6 人，战队成员需穿统

一队服。关注“宏太智慧谷”微信公众号进行报

名。“宏太智慧谷”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

方楚雄书

画作品展在与

亨 美 术 馆 展

出。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摄

市民用手机拍摄作品。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摄

市民在欣赏画展。 信息时报记者 李丹 摄

拍摄大赛分“风景摄影”“人物摄

影”两个主题设奖：

一等奖（

1

名）：

获价值 800 元的奖品；

二等奖（

3

名）：

获价值 600 元的奖品；

三等奖（

3

名）：

获价值 500 元的奖品；

优秀奖

(5

名

)

：

获价值 200 元的奖品。

摄影大赛作品提交时间 ：

2020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18 日

参与方式：关注 “宏太智慧谷 ”公众号 ，

对应上述两个主题进行摄影 （可同时参与

2

个主题），在公众号后台提交参选作品。

扫码报名

扫 码 了 解 摄

影大赛赛制

活动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