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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党委召开系列专题学习宣讲会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党建强则企

业强，党建兴则企业兴。 近日，广州市动景

计算机有限公司（UC）党委召开2020年度

全体党员大会暨专题党课活动。 大会听取

了2020年UC党委工作情况汇报并表彰了

2020年在党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党员。

据了解，2020年，UC党委作为广州市

委网信办、 广州市工信局的红联共建牵头

企业之一，紧扣“红色引领、联动共建”的党

建理念，打出组合拳，为整合党建资源，实

现广州市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优势互补、

互联共建的目标提供新动能。 该企业还通

过打造互联网特色党建，持续开展“党员守

护先锋行动”、举办“信息安全周”专项培训

活动和开展松果公益落地活动， 实现党建

与业务互融共促。 2020年UC党委工作情况

先后列入了2020年广东省互联网行业党建

工作案例、2020年广州市互联网行业党委

优秀案例。

为进一步加强党性教育，UC党委还邀

请广东省互联网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余世

才讲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 为推进广东高质量发展

提供网信支撑》专题党课。据悉，下一步UC

党委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

到推动企业业务发展的工作实际中， 充分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着力推动党建

与业务融合发展， 进一步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

无独有偶，近日，广州互联网产业园党

委召开党员大会，对党委成立5年以来的工

作进行了总结， 表彰了一批优秀党员。 黄

挺、区柏荣、罗婉怡、王永娣、潘枫、彭丹红、

何穗芳等7人当选为新一届广州互联网产

业园党委委员会成员。其中，黄挺当选为新

一届广州互联网产业园党委书记，区柏荣、

罗婉怡当选为党委副书记。

天河区非公企业党委副书记蓝雄、天

河科技园党委副书记冷冰霜等出席了广州

互联网产业园党委党员大会， 并就园区企

业党建工作提出要求：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

位，不断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二是要

加强教育引导， 不断发挥企业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三是要注重创新引领，不断提高企

业党建工作质量。

据了解，产业园党委成立以来，先后被

评为“广州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示范

单位”“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先进党组

织”“广州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先进党组

织”“广州市园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示

范点”等。 经过五年的党建引领，产业园党

委通过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积极调

动了园内企业的创新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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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科技园非公企业党组织

聚焦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做好共促发展大文章

【党建引领系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2020 年 12

月 24 日， 天河科技园党委举办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宣讲大会。

此次大会邀请了市委党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志清作辅导报告， 科技园党委班子、 机

关党员干部、 高新集团和园区非公企业党

组织负责人以及党员代表共计 135 人参加

了活动。 会议要求，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

实践， 要不断强化党建引领， 推动园区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 园区现有 150 多个党组织，

有 4000 余名党员， 近年来， 天河科技园

以党建为引领， 通过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 积极调动企业的创新创业热情， 促

进了企业的发展。 会议指出， 站在“十四

五” 新的历史起点上， 要深挖天河智慧

城 、 天河高新区发展潜力， 竭诚做好

服务保障 ， 将天河高新区打造成为

“全省领先的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 新

兴产业集聚区、 转型升级引领区、 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 全力服务好天河智慧城高

质量发展。

天河智慧城防控大队提供优质服务

来湿地公园游玩 更舒心更放心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丹）

天河湿

地公园位于天河智慧城高唐新建区

东部， 大观路西侧天河湿地公园，背

靠旧羊山， 南接车陂涌的支流杨梅

河，总长约 3 公里，总占地面积约 47

公顷， 可容纳游人约 3000 人。 近两

年，每逢冬季，天河湿地公园“染红”

的落羽杉吸引众多市民前去打卡，游

客量和到园车辆呈井喷式增长，高峰

期日均游客约 3500 人次。

优化公园管理提升游园品质

据了解， 为保障湿地公园的平

安有序， 天河智慧城防控大队双管

齐下， 从公园的总体防控角度布局，

一方面加强公园网格化管理， 实行

一岗多责、 综合管理模式， 建立健

全巡查工作机制。 巡逻组不定时开

展公园内各区域巡逻， 及时提醒游

客停止违规行为， 劝离下水、 攀爬

树木、 遛狗不拴绳等等。

另一方面， 防控大队建立了交

通疏导应急机制， 对公园周边主要

道路实施双向分离， 缓解周边道路

交通堵塞。 积极推进与公园周边企

业联动工作， 开放企业地下停车场，

有效解决公园停车位不足问题。 同

时， 防控大队在周边主要路段设置

临时岗， 加派防控队员引导到园车

辆到企业停车场， 提高道路车辆通

行率， 避免“一车停全段堵” 的情

况。

面对日益增长的游客需求， 增

派保洁及绿化管理人员， 合理优化

班次。 针对网红点潮汐化的人员现

象， 重新合理调配绿化及保洁人员，

加大管养力度， 增设新的警示牌。

为游客解忧营造平安游园环境

在防控大队湿地公园值班室，常

常出现游客前来寻求帮助的身影。有

失物认领的， 有摔伤前来擦药的，也

有父母来求助寻找孩子的……面对

每一位前来求助的游客，防控队员都

细心接待了解其需求，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2020年12月27日下午，在湿地公

园执勤的防控队员发现一名大约4岁

的小女孩与家人走散。为及时找到小

女孩家长，在没有公园广播系统的情

况下，防控大队一边通知公园内巡逻

队员利用照片比对发布信息，一边通

过警车广播器进行喊话广播。经过一

番努力， 最终小女孩与家人团聚，激

动的家长握着防控队员的手连连表

示感谢。 今年1月2日，湿地公园值班

室防控队员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呼叫，

立马赶到现场， 见湖面有一辆婴儿

车。 在队员正要下水救助时，婴儿车

车主说只是一辆空的婴儿车，虚惊一

场。随后防控队员找来竹竿将婴儿车

拉上岸，并帮助清洗了婴儿车。

据悉， 自 2019 年 11 月以来，天

河湿地公园到园游客逾 30 万人次，

到园车辆约 6 万车次，高峰期单日到

园游客达 8000 余人次，车辆约 2000

车次。 期间，防控大队帮助群众 500

余次，其中寻人寻物 56 次；劝离湖边

钓鱼、遛狗不拴绳、明火野炊、攀爬树

木、 翻越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3 万余

次。 目前，天河湿地公园处于游园高

峰期， 公园游客远超可容纳游人数，

处于超负荷状态。 为游客安全起见，

以及响应疫情防控的要求，公园方建

议游客错峰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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