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河智慧城园区“一园秋

色一园香”摄影大赛举行

落羽杉

Zumba Party

为摄影大赛增色添彩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陈媛）

11 月 21 日上午，天河智慧城园

区“一园秋色一园香”摄影大赛启动仪

式在天河区宏太智慧谷东广场举行，

天河智慧城首场百人 Zumba Party 也

如约开跳。 活动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

者和爱运动的小伙伴参加， 打造了一

场热闹非凡的摄影 &Zumba 嘉年华。

欢声笑语，摄影大赛拉开序幕。近

两年，天河湿地公园成为广州新标签，

特别是落羽杉美景也吸引了众多小伙

伴点赞。本次摄影大赛乘势而起，天河

区总工会调研员田穗秋、 天河科技园

总工会主席廖佩璇、 天河区总工会副

主席陈曦等领导以及企业负责人到场

为摄影大赛启动助力。在礼炮声、欢呼

声中，“一园秋色一园香” 摄影大赛正

式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邀请到 5 位国内最火的

Zumba 导师和教练们， 用最时尚流行

的运动方式吸引了广州时尚运动达人

来天河智慧城打卡拍美照， 并通过摄

影大赛形成传播热度， 百人 Zumba

Party 为秋景增添亮色，让身心欢乐跃

动。小伙伴们体验肆意动感，感受不可

阻挡的热情魅力。简单欢快的动作，此

起彼伏的节奏变换， 吸引周边众多小

伙伴驻足围观或加入，潇洒带劲、好玩

有趣的 Zumba 挑战赛更是紧张刺激，

将活动推向高潮。

天河区四企业登上

世界

5G

大会舞台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周楚芬）

近日，2020 年世界 5G 大会在

广州召开， 全球 5G 领域的科学家、企

业家和各界人士深入探讨 5G 发展趋

势、分享 5G 发展经验、共商 5G 发展

大计。

世界 5G 大会是全球首个 5G 领

域的国际性盛会。 本届大会由广东省

人民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工信部共同主办，以“5G 赋能、共享共

赢”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 推动 5G 更好融入千行百

业、造福各国人民。 与此同时，大会还

举办 12000 平方米的展会， 重点展示

应用于当前的 5G 优秀案例。

记者了解到， 本次世界 5G 大会，

天河区有 4 家企业现场展示了他们的

最新技术， 他们分别是广州玖的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的 VR+游戏项目，亿航

智能设备(

广州

)有限公司的载人级自

动驾驶飞行器项目、 广州机智云物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的 5G 工业物联网网

关项目以及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的

极侠无人机 /XP2020 农业无人机项

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殷悦）

11 月 17 日至 20 日， 天河科技园

党委书记詹延遵带领产业处、 开发建设

处、 人事处及天河科技园信息产业联合

会有关负责人前往北京开展企业招商，

并与北京广东企业商会召开调研座谈

会。

小分队在北京分别拜访了北京中科

睿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伟景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影源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智通云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谷东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海云证

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中宏立达信创科技

有限公司及共 8 家企业和北京广东企业

商会。

招商小分队此行取得良好的招商工

作成果。 首先，赴北京拜访的 8 家企业，

有 5 家企业表示了有参观考察天河及天

河科技园的意向。 其次， 在招商座谈会

上，招商小分队以宣讲、文字、图片等方

式多方位展示了天河区和天河科技园产

业总体情况、政策环境和竞争优势，通过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河

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的

通知》 宣传了天河区及科技园的产业促

进政策，同时积极向参访企业推荐园区。

三是交流学习，收获经验。 最后，招商小

分队积极与驻京商会、 当地企业进行充

分交流，了解国内优秀的半导体、大数据

及人工智能等企业的发展情况， 最新技

术、产品和创新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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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小分队赴北京招商

2020天河人才文化节主会场开幕

大咖纵论新时代新机遇下人才战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张清明）

随着 2020 广州国际创新节的

开幕，2020 天河人才文化节、 天英汇大

赛总决赛、天河优创三大品牌活动也同

步拉开帷幕。 11 月 30 日，2020 天河人

才文化节主会场在广州（

国际

）科技成

果转化天河基地举行， 汇聚天下英才，

共享人才智慧，全力推动人才服务创新

发展。

本届天河人才文化节以“聚智荟

才，稳创未来”为主题，由天河区委组织

部、 天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

办，天河人才港、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承办，广东省、广州市及天河区

相关领导出席，天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饶洁怡发表致辞，来自高校、创客及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各界代表齐聚天河，

共同开启思想盛宴，与众大咖共同探索

新时代新机遇下人才服务战略的新方

向。

高质量人才引领经济发展

主会场嘉宾前程无忧华南区总经

理肖鹏分享“2020 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创

新探索”， 欢雀科技咨询事业部总经理

张幼蕾介绍了“人力资源服务的数字化

转型”， 仕邦集团董事长张华则带来了

“立足广州打造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人

力资源业巨头”主题演讲，而来自日本

Recruit 集团社长松原伸明分享了“国际

化人才服务”。 四位行业大咖现场讲述

了湾区人才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国际

化人才服务的工作思考与经验，观点独

到，干货满满。 本届天河人才文化节以

“直播+现场”的形式打破疫情背景下的

种种阻隔， 让全球各地的创业人才、就

业人才共享天河人才文化节的盛宴。

本届天河人才文化节主会场中，

为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汇丰

软件开发 （

广东

） 有限公司、 侨鑫集

团有限公司等 15 家企业的 15 位 2019

年度天河区创新创业领军人才颁奖。

据悉， 创业领军人才最高可获得天河

区 500 万元扶持奖励资金。 近年来，

天河区注重政策先行， 以亿元奖励重

磅加码助力人才高地高质量发展， 依

托产业扶持和科技创新系列政策， 设

置各类人才支持项目， 每年评选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 已形成了具有天河鲜

明特色的人才品牌。

天河经济总量去年突破 5000 亿元

大关， 连续 13 年保持全市第一， 位列

2020 年中国城区高质量发展百强区第

二， 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区称

号，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70%， 拥有科技类企业超 10 万家， 高

新技术企业超 3400 家， 绝大多数科技

创新指标持续领跑全市。 成绩背后，

是天河人才发挥的支撑引领作用。 天

河区始终牢记“人才是第一资源”，全力

推动人才高地扩容提质，持续提升天河

人才港链接海内外创新创业资源能力，

打造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生态

圈”。

本届天河人才文化节除主会场论

坛外，围绕稳就业、推产业、助双创、讲

政策、 共扶贫五大板块内容， 推介Job

Hunting、 礼享服务、 创客企服、“港”政

策、广黔同心五大品牌服务，组织举办

超50场线上线下系列论坛、沙龙、展览、

对接会等活动， 服务企业超5000家，覆

盖人才近7万人次， 共同探索新时代新

机遇下人才服务战略新方向。

人才落户项目创业服务包发放

据介绍， 天河人才港还向本年度

天英汇获奖项目发放“2020·心动天

河” 人才落户项目创业服务包， 此服

务包由天河人才港联合入驻机构推出，

单个服务包所有服务内容全兑现的市

场价值超 40 万元。 今年上半年， 天河

人才港“礼享服务” 已为 26 家企业发

放人才服务大礼包， 兑换 80 项双创服

务， 总服务金额价值 550 万元人民币。

其中， 新加坡项目“外商投资企业联

合环境投资 （

广州

） 有限公司 ” 是

“2020 人才创业项目落户服务包” 发放

企业之一， 该企业于 8 月由天河人才

港引进并落户天河， 现协助其申请天

河区人才公寓。

主会场中， 以广州荣恩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及 5 个爱心牵头单位、

个人发起的饮水思源·助飞苗家学子项

目向贵州省大方县理化苗族彝族乡初

级中学捐赠价值 14 余万元的打井项目

及水净化费用， 凝心聚力， 共同打赢

脱贫攻坚战。 今年起， 天河区倡导区

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立脱贫攻坚分

联盟， 助力天河区对口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工作。 今年 9 月， 天河人才港

“广黔同心” 扶贫队伍赴贵州毕节对接

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5 家， 帮扶当

地贫困人员到区内企业就业 ； 同时

前往贵州大方为今年考取清华、 北

大的大方籍贫困考生送出“天河大

方山海心连优秀学子助学包”， 该助

学包由清控科创、 天河人才港、 南方

航空提供， 包括生活费资助 1 万元，

提供入学交通费用及后期人才服务。

天河科技园招商人员在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