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河智慧城党群

服务中心爱心驿站

地址：

天河区高普路 1039 号 1 楼

联系电话：

陈女士 020-87071182

天河科技园管委会高新集团

党支部爱心驿站

地址：

天河区天蕴路 2 号

联系电话：

蔡先生 020-37276488

天河科技园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爱心驿站

地址：

天河软件园天慧路 3 号

联系电话：何女士 020-62307717

佳都党群服务站爱心驿站

地址：

天河区新岑四路 2 号

联系电话

：胡先生 13503050688

时代

E-PARK

（天河）爱心驿站

地址：

天河区高唐路239号

时代E-PARK（天河）一期7栋1层

联系电话：

樊女士1375170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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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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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党建引领 提升履职本领

天河科技园党委组织“头雁工程”履职培训

天河科技园首批“爱心驿站”正式启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王晓莉）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

书记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天河科

技园党委于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梅

州市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培训，

共计 40 多名非公企业学员参与。

履职培训邀请了梅县区委党校等

多名讲师从党史学习教育、 基层党建

工作等多个维度出发，开设《传承红色

基因， 做新时代的逐梦人》《弘扬叶帅

精神 加强党性修养 努力做新时代合

格的共产党员》等理论课程，并结合实

地观摩将党史专题培训与企业自身实

际紧密结合，对落实基层党建任务，提

升党建工作水平有很好的指导性。

天河科技园党委书记詹延遵在开

班动员会上， 围绕党建工作有关安排

及推动天河智慧城高质量发展提出工

作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凝

聚党建工作合力。 需对标新时代党的

建设伟大工程要求， 进一步提高基层

党组织书记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促进基层党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标

准化建设，充分发挥好“头雁”作用，发

挥好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要牢记初心使命，

奋力推进党建工作上新台阶。 要认真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全面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抓好顶层设计

和建设， 围绕中心大局、 优化方式方

法、全面履职尽责、不断提升素质，形

成联动性强、责任明晰、覆盖全面的党

建创新格局， 为高质量推进创新发展

工作和网格化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打下

机制基础。 三是要严格遵守纪律，圆满

完成学习培训工作任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通讯员

黄江涛）

“爱心驿站”为快递、外卖小哥加

油充电！ 为了改善快递员、外卖员的工作

条件,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天河科

技园充分利用具备服务快递员、 外卖员

等新就业群体人员条件的商务楼宇、园

区党群服务中心，截至11月已建立首批5

个可持续、易复制、简单实用、受快递员、

外卖骑手等欢迎的爱心驿站。

记者了解到，爱心驿站设置了临时

休息室。 不仅有免费茶水、手机充电、应

急药箱、微波炉加热、共享雨伞、书籍阅

读、洗手间等功能区域。 作为各党群服

务站的重要组成部分，驿站还设置党建

有声图书馆。 党员群众在这里休息的时

候，用手机扫码即可进入党建有声图书

馆，随听随学。 从11月中旬开始，园区首

批5个爱心驿站将向快递员、环卫员、外

卖员以及其他有需要的党员群众开放

并提供相关服务。 下一步，科技园将把

爱心驿站建设工作作为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

要举措，通过党建引领关爱，打通联系

服务企业、 服务党员群众的“最后一

米”。

挽救轻生女子 守护园区安定

24小时全天候守护的防控尖兵，给你充足的安全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刘铭坤）

在智慧城园区内， 活跃着

一支防控尖兵， 日常他们负责维护园

区秩序，做好城市管理，遇到应急突发

事件， 他们就会变身尖兵及时前往现

场守护大家的安全。 11 月 2 日凌晨，

这支防控尖兵成功救回了一名轻生的

女子。

凌晨 1 时许， 防控队员林玉钦在

天河湿地公园文化角周边巡逻中，听

到有人哭泣的声音， 搜寻过程中又听

到落水声。 队员林玉钦第一反应“不

好，有人跳湖”，立即加快步伐搜寻，一

边联系周边巡逻队员前来支援。 最后

在湖边发现一名女生跳入水中轻生，

并有二次沉水的行为， 队员林玉钦立

即大声呼叫对方试图分散该女生的注

意力，再进行安抚劝导，经过一番耐心

劝导， 最后女生在林玉钦的帮助下被

拉上岸， 并将女生转交至新塘派出所

进行进一步处理。事后，女生家属从老

家赶来接回女生， 家属对防控队员及

时出手救下女生频频道谢， 并写感谢

信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 巡逻防控是天河智

慧城综合防控大队制订智慧城园区综

合防控“巡、防、管、控”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防控大队实行全天候 24 小时

三班轮值防控机制，通过“定点”和“机

动” 两种方式实时掌握园区全方位防

控管理情况， 对主动预防与遏制各类

违法犯罪行为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

积极作用。

天河智慧城综合防控大队成立以

来， 每一位防控队员一直坚守在平凡

而特殊的岗位上，用辛勤汗水浇灌、守

护着园区的平安、和谐，为智慧城园区

和谐发展“保驾护航”、为企业员工和

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与帮助。

党建引领献爱心，

园区企业助学送温暖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王

晓莉）

近日，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党委积

极响应倡议， 动员党委下属各支部及园

内企业对（

天河区对口扶贫的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下属的禾洞镇中心学校进行

了物资捐赠活动。 此外，园区企业佳都科

技也与红联共建单位广州地铁、 白云电

器一起前往贵州毕节开展助学活动。

据了解， 广州互联网产业园党委积

极带领各支部和全体党员参与公益活

动，从 2016 年至今，曾多次在连山各地

开展捐资捐物助学活动。 这次更是通过

党建引领，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凝聚爱

心， 在短短几天内号召下属各支部和园

内企业一起对禾洞镇中心学校捐赠物

资。 此次捐赠物资涵盖书籍、文具、体育

用品、衣物等，给山区学子们送去温暖。

在支援贵州毕节方面， 佳都科技与

红联共建单位广州地铁、 白云电器赴贵

州毕节开展“振兴筑梦、教育同行”的主

题活动， 共同为毕节水箐小学重修工程

竣工揭牌，为倮保鸠幼儿园重建、倮咪营

小学改造工程奠基。 活动现场，在贵州省

和毕节市各级领导的见证下， 水箐小学

重修工程竣工揭牌，佳都科技捐资 35 万

元用于倮咪营小学改造。 同学们也给来

自远方的叔叔阿姨送上亲手制作的手工

画和特色舞蹈“滚山珠”。 佳都党委副书

记刘艳表示，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开局之年， 作为一直以来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的民营企业， 佳都将继续以红联

共建为纽带， 与广州轨道交通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携手同行， 创造教育条件让越

来越多的山区孩子搭上乡村振兴的快

车，走出大山，拥抱梦想。

首

批

“

爱

心

驿

站

”

天河科技园

40

多名非公企业学员参加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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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都科技与红联共建单位代表为倮保

鸠幼儿园重建、倮咪营小学改造工程奠基。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