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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丘敏华 通讯员

广大宣）

昨日下午，广州大学举行合并

组建20周年大会， 大会同时线上直播。

兄弟高校代表、院士专家、省市有关厅

局负责人以及校友代表、师生代表等齐

聚一堂， 共贺广州大学合并组建20周

年，共话高水平大学发展建设大计。 据

悉，广州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筹建

的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计划于2022年9

月开学。

开展学术会议学年礼等系列活动

会上，宣读了省教育厅、市委市政

府的贺信，向院士、海内外教职工、离退

休老同志代表颁授了合并组建20周年

章，播放了合并组建20周年宣传片和海

内外合作高校、海内外校友会及校友代

表等发来的祝贺视频。 中国工程院院

士、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

福霖在会上致辞。

“扎根中国大地，聚焦大学使命，为

奋力创建一流创新型大学而奋斗！ ”广

州大学党委书记屈哨兵在大会致辞中，

回顾了合并组建20年来的发展历程，

“广州大学将聚焦大学使命， 努力建设

与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度融合，

与广州城市地位相得益彰的一流创新

型大学。 学校将进一步夯实理科基础，

强化新工科、新师范、新文科建设，积极

探索新医科发展。 ”

当晚，合并组建20周年暨2020年迎

新晚会在广州大学北区田径运动场副

场举行。 晚会以原创作品为主，通过管

弦乐演奏、诗朗诵、歌舞、戏曲等多种艺

术形式，展现广州大学合并组建20年的

发展历程和“博学笃行、与时俱进”的精

神传统。

据了解，广州大学还将举办院士智

库创新论坛系列学术会议、教师专场音

乐会、学生学年礼、“奋进广大”诗词创

作大赛等合并组建20周年系列活动，全

方位展示广州大学合并组建以来的发

展成就，为学校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水

平大学建设凝心聚力。

港科大（广州）拟2022年9月开学

记者了解到，广州大学是以广州城

市命名的大学，最早的办学源头可追溯

至1927年。上世纪50~90年代，广州教育

学院等五校相继设立。 2000年7月，经教

育部批准，广州师范学院、华南建设学

院

（西院）

、广州大学、广州教育学院、广

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新广

州大学。 2005年，合并后的广州大学主

体迁入大学城。 2006年，广州大学被增

列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2016年，广州

大学全面实施高水平大学建设。

根据上海软科、U.S.News等机构的

最新发布，广州大学综合办学实力进入

软科中国内地高校百强

（“

2020

软科中

国大学排名”）

，居U.S.News2021世界大

学排名第706位、中国内地高校第60位。

目前， 广州大学形成了从本科、硕

士到博士授权培养完整的学位培养体

系， 将近2/3的本科专业进入国家和省

一流专业建设点；在校研究生数量增长

近100倍，为社会输送了30万各类人才。

专任教师人数从当初1131人发展到

2038人， 专任教师博士占比从11%提高

到71.26%。

学科方面， 该校的计算机科学、工

程学和化学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其

中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冲进ESI全球前

5‰。在软科2019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中，

该校的网络空间安全列全国第4位，统

计学列全国第7位。 2020软科中国最好

学科排名上， 该校有28个学科上榜，入

选数位居全国第51位、广东省第5名。

2019年，广州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

合作筹建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 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出台后

首个内地与港澳地区高校合作举办的

独立法人合作办学机构，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计划于2022年9月开学。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川 通讯员 曾

茜 ）

昨日，广州图书馆“阅读成长计划

2020”颁奖仪式在广图举行，活动对本

年度参与阅读攀登计划等未成年人阅

读项目获奖个人及团体进行了表彰，超

过200名少年儿童、 家长和老师现场参

与。 据悉，今年该活动首推线上服务平

台，小读者们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平台

完成阅读打卡、作品提交等多项阅读挑

战，参与小读者超过1万名，其中38名小

读者通过挑战获得年度“小状元”称号。

最小的“小状元”还不到2岁

“悦读童行” 阅读攀登计划是广图

未成年人大型阅读品牌项目，已连续开

展4年。记者了解到，10岁的张潇予连续

3年参与阅读攀登计划， 今年已坚持参

与阅读打卡累计326天， 是唯一一位打

卡无间断的“小状元”，参与阅读攀登计

划成为他疫情期间宅家最大的乐趣。

由于大量的阅读和广泛参与各类

活动，7岁的小读者关翔宇是今年阅读

分值最高的“小状元”。 截至11月20日，

关翔宇已累计借阅绘本、文学等类别图

书483册次，并提交多份阅读成果作品。

1岁9个月的肖文熙是本年度阅读

攀登计划中年龄最小的“小状元”。 当

小文熙还静悄悄呆在妈妈肚子里时，

就已参加广图开展的“婴幼儿阅读零

距离” 大型讲座， 文熙妈妈知悉了婴

幼儿阅读包的项目， 也深入了解到图

书馆的亲子阅读理念， 按颜色分龄的

实用外包、 阅读倡议书、 图书馆使用

手册、 婴幼儿阅读法和阅读护照让她

爱不释手。 从此， 小文熙一家就成为

了广图的好朋友。

“阅读成长计划2020” 优秀阅读成

果展11月17日~24日在广图负一层展厅

举办。馆方提醒读者，因疫情防控需求，

广图入馆需提前预约。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项目受青睐

在特殊的2020年，广图以“美好”为

主线，创新阅读推广方式，策划了包括

青少年书签设计、中国动漫金龙奖少儿

美术创作大赛、玩具创意交流、少儿诗

文线上朗诵等多个未成年人阅读推广

项目。截至10月底，合计组织活动699场

次，206178人次参与。

在推动未成年人服务过程中，广图

对特殊儿童保持高度关注，致力提供更

具针对性、更有温度的图书馆服务。 近

年来，受益的特殊儿童超过1万人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冷空

气越来越近了！今早起床，就能明显感

觉到冷空气的存在了。不过，这股冷空

气的能力依然有限， 两天后广州气温

即开始回升。 不过，26日夜间，随着一

股更强冷空气的到来， 广州极有可能

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

22日， 小雪。 五山观测站录得的

最高气温高达30.3℃。 不过， 昨日下

午2时许， 冷空气开始入境广州。 受

其影响， 花都部分地区已开始降温。

只不过跋山涉水之后， 冷空气势力已

大为减弱。

当北方多地出现今年下半年以来

的首场降雪， 老广开始盼望这股中等

程度的冷空气能把广州带入真正意义

上的秋天。但从未来的天气变化来看，

这股冷空气只是走走过场：25日，广州

即开始升温，其中，代表广州城区气温

的五山观测站当天的最高气温将升至

28℃，26日则将升至29℃。 那么，广州

何时能真正人入秋呢？ 下一股冷空气

到来时。预计，26日夜间将有一股更强

冷空气入境广州，27日广州开始明显

降温， 当天五山观测站的最低气温和

最高气温分别为17℃和26℃， 其后气

温一路走低， 大伙日盼夜盼的秋天或

许就到来了。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 未来三天晴

好干爽， 很适合洗晒； 本周气温变化

很大， 会出现过山车现象， 周末在新

的一股冷空气影响下， 气温将进一步

下降。 具体预报如下： 23日， 多云间

晴， 20～27℃； 24日， 晴到多云， 17～

27℃； 25日， 晴间多云， 18～28℃；

26日， 晴间多云， 19～29℃； 27日，

晴天， 17～26℃； 28日， 晴天， 15～

24℃； 29日， 晴天， 13～22℃。

广州大学合并组建20周年，将进一步探索新医科发展，并透露：

港科大（广州）拟2022年9月开学

信息时报讯

为充分发挥法治宣

传舆论引导作用， 近日从化区法律援

助处、区司法局普治科、公法科、城郊

街司法所及村居顾问律师， 在东风村

通过悬挂横幅、 设置法律援助宣传咨

询台等形式，开展 2020 年度法律援助

宣传月及反邪教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法援惠民生，扶贫奔

小康”“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

众心里”“反对邪教， 幸福安康” 为主

题，通过派发宣传单张、赠送民法典、

现场咨询等形式， 向辖区群众宣传和

推广民法典、反邪教小知识。活动针对

老年人、 妇女儿童和农民工等群体重

点开展，现场解答群众的法律问题，有

效提升群众运用法律依法维权的意识

和能力。活动现场发放包括《申请法律

援助条件》《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反

邪教宣传小册子等宣传折页以及宣传

品等共计 1000 余份，接受现场法律咨

询 20 余人。

王智汛 徐圣 李真达

从化多部门联动

举办反邪教宣传

广州明日

最低气温17℃

周四夜间将有一股更强冷空

气到来

38名小读者成广图年度阅读“小状元”

广州大学

合 并 组 建

20

周年大会在大

学城广州大学

图书馆报告厅

举行。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关 翔

宇 是 今 年

阅 读 分 值

最高的 “小

状元”。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