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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曾群杰 郑先统）

11 月 20 日， 由共

青团广州市委员会指导， 广州市青

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广州城市职

业学院联合主办的 2020“职得你来”

广州青年就业服务系列活动———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广州城市职业学

院

（海珠校区）

举行。 本次招聘会共有

103 家优质企事业单位， 提供就业实

习岗位 2800 多个，涵盖了 JAVA 开发

工程师、 前端开发工程师， 硬件工程

师、视频剪辑、主播、平台运营、市场营

销、财务员、汽修、储备干部等热门职

位。据统计，参会企业现场共收到简历

约 1000 份， 达成初步录用意向约 400

人次。

据悉， 为提升招聘会服务精准度

和服务成效， 本次招聘会参会企业和

招聘岗位都对应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2021 届毕业生专业情况进行定向发

动， 参会企业类型和招聘岗位与毕业

生专业契合度较高； 主播、 视频剪辑

师、抖音信息流优化师、计算机工程师

等新兴和热门的岗位综合薪资超过 1

万元，受到毕业生的追捧。

据了解，在团市委指导下，7~10 月

以来， 市青创中心重点围绕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来穗务工青年及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开展线上线下就业服

务，累计发动 4888 家企业，提供各类

就业岗位 11.6 万个， 线上岗位浏览量

逾 50 万人次， 促进达成就业意向约

3.8 万人次，有力助推青年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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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穗

林园宣）

为彰显森林文化魅力， 丰富群众

性文化活动，推动广东省森林文化周活动

常态化，由广东省林业局主办，广州市林业

和园林局承办的“粤见森林·悦见美好”第

二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昨日在流花湖公园

盛大开启。

流花湖公园可互动玩乐观鸟

流花湖公园作为此次活动的广州分会

场，昨日在观鹭台广场举办“万物和谐 美

丽家园”观鸟活动，通过举办丰富多彩、高

品质的鸟类文化活动，以科普和互动的形

式，让市民游客在参与中共享自然之美、生

态之美、生命之美。

亮点一：

科普大餐豹猫、褐翅鸦鹃、赤

麂、穿山甲等十多种野生动物标本将在活

动现场展示， 更有专业老师对展出的野生

动物标本进行科普讲解；数十米长的科普

展览向市民游客展示了公园鹭岛上现存

的 88 种鸟类、广州常见野生动物以及国家

畜禽遗传目录中的特种畜禽。

亮点二：

互动玩乐观鸟体验、动物面具

DIY、低碳宝贝活动、野保小卫士等多个互

动摊位免费开放， 市民游客可通过科普体

验和游戏互动等形式探索动物世界的奥

秘，以闯关的形式完成一系列活动，挑战成

功可获得相应奖励。

亮点三：

公园于活动当天策划了一系

列表演节目，通过歌舞、科普等表演形式，

向市民游客展现动物可爱的一面， 构建人

与自然相处和谐的画卷。

徒步森林氧吧 尽赏七彩石门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本次文化周里开

展了以“徒步森林氧吧，尽赏七彩石门”为

主题的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七彩天池赏花节

活动。本次活动推出了森林文化展、森林徒

步游、畅游花海、观赏石门红叶等系列森林

文化主题活动，让人民群众在“漫山花海画

中游，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绝妙体验中关注

森林、保护森林，共享森林文化发展成果。

第二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广州分会场昨开启，各项活动精彩纷呈

去广州动物园探究本土动物那些事儿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核查黑恶势力线索9328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粤市监）

11月20日， 广东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

发布会， 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深入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据

悉，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共核查黑恶势力线索9328条， 向公安

机关、 纪检监察机关或地方扫黑办移

交3093条。 移交公安涉罪成案线索595

条，抓捕嫌疑犯588人。

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19.25万宗

据介绍，专项斗争以来，全省市场

监管系统共核查黑恶势力线索9328

条，向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或地方

扫黑办移交3093条。 移交公安涉罪成

案线索595条，抓捕嫌疑犯588人，司法

审判案件51宗，广州、中山、江门等市

局重拳打击强迫交易、运输垄断、欺行

霸市等市场领域黑恶犯罪行为， 有力

维护了市场经营秩序。

截至目前，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

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19.25万宗，罚

没金额11.72亿元。其中，不正当竞争案

件2505宗，罚没金额8533.08万元；知识

产权案件1.07万宗， 罚没金额1.45亿

元；食品违法案件3.77万宗，罚没金额

5.32亿元；违法广告案件1.6万宗，罚没

金额1.76亿元，形成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有力震慑。 2019年，广州市局查获某公

司无证销售医疗器械案， 罚没金额

8000多万元。 2020年，深圳市局依法查

处未经检验检疫进口肉类800多吨，涉

案货值近3000万元。

查处疫情相关案件5245宗

据了解， 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

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了多次

专项行动。 2019年，联合开展全省整

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严厉

打击“保健”市场虚假宣传、质量不

合格等违法经营行为， 共查处案件

1942宗，罚没金额1.09亿元 ；联合开

展全省整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 共查处案件7721宗， 罚没金额

4719.24万元。

2020年， 在全国率先发出严禁野

生动物交易公告， 联合省12个部门组

织开展全省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专

项执法行动， 共查处疫情相关案件

5245宗，罚没金额3965.56万元，其中移

送公安机关123宗，移送林业等部门32

宗。

“量身制定”招聘会助力毕业生就业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400人次达成录用意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通讯

员 李渊浩 ）

近日，广州“新中考”方案

正式出炉，折射出“在各个科目的学习

中都要加强阅读”的趋势。 那么，应该

如何开展全科阅读？ 日前，广州市教育

研究院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学

校龙珠校区组织开展了基于阅读的课

堂教学展示活动。

梁秀媚老师在小学语文阅读分享

课例《三毛流浪记》上，展示了学生在智慧

阅读平台上发表关于《三毛流浪记》的

阅读心得录音、笔记等材料。 接着，她

巧设情景，为学生准备了四个关卡，检

验学生的阅读质量， 帮助学生完成整

体阅读、深读阅读的任务。 通过启发学

生对比自己与三毛的生活， 感受今天

生活的幸福，激发爱国情感，升华课堂

主题。 把阅读贯穿整节课例，让学生学

会通过读文、读图，理解作者表达的深

层含义，并鼓励大家分享所思所想。

课后，专家们发言交流。 广州市教

研院院长方晓波提出了三点看法：一

是高品质的学校注重阅读教育， 师生

要把阅读作为生活和学习的方式；二

是优秀的校长主动聚焦课堂教学，通

过基于阅读的课堂教学改革减轻师生

的教学压力； 三是好老师积极推动教

学改革， 帮助学生提升阅读素养以适

应未来社会的竞争。

如何推进全科阅读？

广州市教研院开展教学

展示活动

广州动物园推出六大精彩活动

扫黑除恶进行时

文化周期间，广州动物园策划组织了“悦见美好”晨观鸟自然观察、“粤

见森林”广东本土动物标本展和手偶剧、动物故事会、科普游园会、主题展

板等内容。

1.鸟类自然观察。 时间：11月22日 8:30-10:00 地点：广州动物园园内

2.游园会拍照打卡、动物知识问答等游戏在动物广场等着您，来领取

任务卡一起过三关赢取纪念小礼物吧！ 时间：11月22日 13:30-16:00 地点：

动物广场长廊

3.本土动物标本展。 进食穿山甲可进补？ 果子狸是当年SARS的元凶？

蝙蝠会传染病毒？现场还准备了白鹇、扬子鳄、亚洲小爪水獭等一众本土动

物，为市民游客讲述野生动物的那些事儿。 时间：11月22日 13:30-16:00地

点：动物广场长廊

4.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展览。时间：11月22日 13:30-16:00 地点：动物广场

5.手偶剧场《动物大逃亡》、《海底总动员》剧目纷纷上演，地上跑的、水

里游的动物都遇到了大危机，想知道它们经历了什么劫难又是如何化险为

夷？ 手偶剧场等着您。 时间：11月22日 13:30；14:00；15:00 地点：动物广场

6.动物故事会。 如果海洋中的动物美食家，误食了很多塑料“美食”，生

命垂危，最后怎样脱险呢？ 时间：11月22日 14:30-15:00；15:30-16:00 地点：

动物广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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