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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空调

粤语版

粤语释词

粤语日头的“头”读第 2 声，指

白天。 日头是古汉语， 最初是指太

阳，如：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四：“暗

去也没雨， 明来也没云。 日头赫赤

赤，地上丝氲氲。 ”宋杨万里《山村》

诗之二：“歇处何妨更歇些， 宿头未

到日头斜。当中的日头都是指太阳，

后引申为白天。

时报读者 袁肃

日头

普通话版

前日中午，礼岗路一小区，一对

夫妻的对话。

夫：哇 ，这几天很热啊 ，好像夏

天一样。

妻：是啊 ，你看看 ，大街上很多

人都穿着短衣短裤了。

夫 ：新闻里说 ，明天最高

30

摄

氏度喔。

妻： 看来明晚要开空调才能睡

了。

夫：还不用这么快开空调吧。

妻：怎么不开呀？都

30

摄氏度，

我最怕热了。

夫： 不过是白天

30

摄氏度，到

了晚上就没那么热的啦。

妻：真的是这样吗？

夫：肯定啦，广州这段时间早晚

天气还是有点清凉的，不用开空调。

妻：那也要开风扇吧。

夫：开风扇就可以了。

妻： 那等一下回去把风扇拿出

来擦干净。

开空调

前日中午，礼岗路一小区，两公

婆嘅对话。

公：哇，呢几日好热啊，好似夏

天噉。

婆：系啊，你睇下，街度好多人

都着晒短衫短裤。

公：新闻讲，听日热到 30 度喔。

婆： 睇嚟听晚要开空调先瞓到

喇。

公：又唔使咁快开空调。

婆：乜唔使开呀？成 30 度喔，我

最怕热嘎喇。

公：日头就 30 度啫，到咗晚黑

就冇咁热嘎喇。

婆：系真唔系呀？

公：紧系啦，广州呢个天时早晚

仲系有啲清凉嘎，唔使开空调。

婆：咁都要开风扇嘎。

公：开风扇就得喇。

婆： 咁等阵返去攞番把风扇出

嚟抹干净先。

白

话

街

事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刘 诗 敏 通

讯员 云宣 方洽旋

李倩）

日前，白云美

湾五龙岗产业园正

式开工， 意味着白

云美湾产业又将添

一新载体。据了解，

该产业园是白云区内首个由区属国企

投资开发建设的化妆品智能化标准产

业园区，也是助力“白云美湾”千亿级产

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平台，将为白云区化

妆品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更加优质、灵

活、多样的产业空间载体。 园区将聚焦

美丽健康产业，打造高标准、现代化的

化妆品产业制造集聚园区，促进化妆品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新园区助力化妆品制造业发展壮大

白云美湾五龙岗产业园东接中新

知识城、西连白云机场，高速、地铁交汇

贯通，交通十分便利，具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 园区总用地面积66亩，总建

筑面积14万多平方米， 计划建成6栋标

准化、规范化的产业用房。

据了解， 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达，

但部分中小企业租用临时厂房，面临着

生产空间有限、 环保消防不过关等问

题，限制了企业发展壮大。 近年来，白云

区全力落实“1358”发展思路和“强二优

三”产业发展路径，明确提出做大先进

制造业规模， 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形

成高质量发展产业体系。 白云美湾五龙

岗产业园的建设正是落实白云区产业

发展政策的良好范例。 该产业园将以

“产业引导、企业培育、创新发展”为目

标，聚焦美丽健康产业，以工业互联网

为抓手，以智慧化管理、环保、人才、金

融等增值服务为辅助， 打造高标准、现

代化的化妆品产业制造集聚园区，促进

化妆品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目前，白云投资集团已与多家优质企业

达成初步租赁或购买合作意向。

白云产业投资集团总经理邝泽文

表示，白云产业投资集团将狠抓项目进

度和质量，圆满完成白云美湾五龙岗产

业园建设、运营工作任务。 白云城投集

团方面表示，将派出优秀的管理团队组

织各参建单位，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在

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以孺子牛、拓

荒牛、 老黄牛的精神推进工程建设进

度，保证按业主既定的工期目标完成项

目建设，创造又一个“白云速度”。

吹响千亿级“白云美湾”建设冲锋号

作为全国知名的化妆品产业集聚

地， 白云区集聚了1300多家生产企业，

约占全国的1/3、全省的一半、全市的3/

4。 近年来，“白云美湾”品牌逐渐擦亮，

除了当天开工的白云美湾五龙岗产业

园，白云投资大厦、白云美湾检测大厦、

白云美湾大厦等多个载体纷纷投入使

用或拿地。

作为加快打造白云美湾化妆品产

业生态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白云区还在

广州民营科技园范围专门规划建设超

10平方公里的美丽健康产业园区，扶持

化妆品、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培育出

阿道夫、丹姿、卡姿兰等一批知名品牌，

形成生产、研发、检测、展贸、销售等全

产业链条。 随着一批优质化妆品产业项

目相继签约落地，白云区化妆品产业链

不断优化提升。 今年年初，“白云美湾”

美丽健康产业园重大项目集中签约、动

工， 总投资额约352亿元， 涵盖生物医

药、化妆品、城市建设、医疗教育等多个

领域，全面吹响了千亿级“白云美湾”建

设的冲锋号。

据悉， 白云区将围绕创建全国化妆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目标， 建设

全国首个化妆品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大力发展美妆、医药等主导

产业，为企业提供一流的发展平台、一流

的营商环境、一流的配套服务，全力打造

千亿级美丽健康产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

讯员 钟 燚 李 欣

周若虹）

日前，广

州市黄埔区云埔

街道“一芯为民”

党群服务中心暨

“新时代赶考广

场”揭牌，这是全国首个以“赶考精神”

为主题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该中心是云埔街道在黄埔区委组

织部指导下，将“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与“赶考精神”深度融合，以党群服

务中心为主体，整合升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两代表一委员”联络站、政务

中心、社工服务站点、党建广场、党建文

化长廊等服务群众阵地资源，着力打造

的集宣传教育、风采展示、政务服务、文

化体育、社会治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全景

式党建创新“红色矩阵”。 当天还举行了

《闯创干———新时代黄埔铁军之歌》首

发仪式。

云埔街有20多年的工业发展历程，

规模以上企业达649家，其中不乏捷普、

西门子、蓝月亮等著名企业；还有中科

院长春应化实验室、 黄埔实验室等8个

国家级创新产业平台， 是一个高端制

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集

群蓬勃发展的街区。

据介绍，此次揭牌的“一芯为民”党

群服务中心按照功能版块划分为“两个

维护答卷篇”“经济发展答卷篇”“社会

治理答卷篇”“破冰突围答卷篇”“一芯

为民答卷篇”五个部分。

在该党群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中央，

坐落着云埔街利用智能化技术手段打

造的“一芯为民”智慧平台。 该平台充分

利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 借助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先进技

术手段，以时空信息为纽带，汇聚云埔

街道信息资源提供智能化服务，共包括

总平台和“社区进出管理”“河涌水质检

测”“低洼涵洞监测”3个子系统。 目前重

点推进的是结合人员智能监管和疫情

防控的“社区进出管理”系统。

五龙岗产业园开工

千亿级“白云美湾”又添新载体

首个“赶考精神”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亮相

白云

黄埔

白云美湾五龙岗产业园开工仪式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通讯员 谭札烽 摄

黄 埔 区

云 埔 街 道

“一芯为民 ”

党群服务中

心暨 “新时

代 赶 考 广

场”揭牌。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