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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社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我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

审核，现将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23 年 3 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

举报电话为：020-34323172。

信息时报社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

�

信息时报社

2023

年

3

月

19

日

彭忠民、何不菲、纪海珠、陈冰倩、马续丽、王智倩、朱敏红、李卓颖、李馨、何碧媚、

何家贵、梁倩怡、王倩、梁露、王荟文、黄颖、黄松炜、李绍雄、游乐欣、骆晓晴、朱燕

艳、吴国扬、方珧、黄晓霞、陈美宛、文小兰、骆福珍、王铄仪、陈锦煌、黄冠柽、章乔

晖、刘纯琳、谭嘉恒、冼瑞奋、吴海桐、陈诗颖、王思雨、张漫、康振豪、刘桂平、梁健

欣、黄惠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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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林茹彬 ）

昨日， 培正中学举行开放日， 数千

学生及家长进校参观。 开放日上，

培正中学介绍， 去年培正中学高一

招生录取最低分数为 689 分， 末位

考生志愿序号为 1。 根据往年投档录

取情况， 预测今年中考考生分数达

第一梯度投档录取控制线以上， 填

报培正中学为第二志愿也可被录取。

如考生分数上第二梯度投档录取控

制线但未到第一梯度投档录取控制

线， 则应填报第一志愿才有机会被

录取。 学校还透露， 填报第二志愿

被录取考生， 高一需按分数高低进

行分班。

外区生可积极报考培正中学

培正中学为区属国家级示范性

高中，2023 年在第一批次自主招生、

第二批名额分配和第三批次统一招

生批次招生。 其中，第二批次名额分

配招收占招生计划 50%的本区户籍

生，第三批面向广州市招生。 此外，培

正中学还招收部分具有越秀、海珠或

荔湾区学籍的非户籍生。

在外区生和非户籍生招生方面，

培正中学介绍，近年来，培正中学招

收外区学生和本区学生的最低录取

分数线大致相同。“外区生我们这几

年都没招满，今年非户籍生大概占招

生计划的 15%左右，欢迎外区学生和

老三区非户籍生踊跃报考我校。 ”

培正中学还介绍，目前该校老师

年龄架构合理，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

老师担任教学骨干，新入职的老师都

是名牌大学硕士生以上学历， 有激

情，有想法，教学成绩有目共睹。 重点

班的老师一般也会担任平行班的教

学，让学生享受更优质的教育。 培正

中学今年初中开设港澳班，高中港澳

班今年仍在积极申报，敬请港澳生留

意。

在学生社团设置方面， 培正中

学重视五育并举， 强调学生全面发

展， 有街舞社、 足球队、 羽毛球队、

经济社等学生社团。 其中， 足球是

该校的传统项目， 曾经孕育出彭伟

国、 区楚良等家喻户晓的国家队队

员； 高中女足荣获广州市高中女足

比赛冠军。

高一计划安排280个宿位

培正中学计划今年为高一学生

安排 280 个宿位。 宿舍 8 人一间，有

空调、独立卫生间，配备洗衣房、饮水

机等。 培正中学设有 3 个饭堂，可容

纳 1500 人同时就餐，并配备空调，菜

式丰富，西式糕点、披萨、焗饭、咖喱

饭等深受同学喜爱。

关于晚修时间安排，培正中学周

一到周五都安排晚修，周日晚上住宿

生晚修。 晚修分两段，第一段从 18:30

到 20:30，第二段 20:45 到 22:00。 周五

晚上只开设第一段晚修。

培正中学昨日举行开放日介绍分班信息 第二志愿录取按分数高低进行分班

今年高一计划安排280个宿位

白云区名优企业走进高校纳贤

招聘1200余名毕业生， 随后将在长沙武汉等城市

高校开启专场招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

员 云区宣 ）

为强化人才对白云区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昨日，“云聚英

才·共赢未来———2023 年广州市白云

区名优企业高校专场招聘会”在广州

中山大学启动首场招聘活动。

招聘会由中共广州市白云区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白云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广东

省白云人才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白云

区 50 余家名优企业联合推出 200 多

个优质岗位， 共招聘 1200 余名高校

毕业生，并依次在广州、长沙、武汉等

城市高校开启专场招聘。

50多家国企名企到场

当天， 招聘会开始前半小时，中

山大学

（东校园 ）

体育馆前便排起长

队，不少大学生手拿简历驻足观望。

据了解，此次专场招聘对象为普

通高等院校 2023 年毕业生， 招聘单

位包括中交四航工程研究院、中建三

局集团华南公司、广东省机场管理集

团等大型国有企业， 也包括白云化

工、白云电气、欧派家居、阿道夫、丹

姿集团等行业龙头和知名企业，广东

省新兴激光等离子体技术研究院等

高精尖科研单位， 涉及研发、IT、金

融、信息、医药、建筑、物流、食品、农

林等行业。

“我们是化妆品企业， 公司技术

类人才、研发人才缺口较大，白云区

召集我们统一开展校园招聘， 真是

‘及时雨’， 今天收到很多学生的简

历，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给企业引

才引智增添了不少希望。 ”阿道夫个

人护理用品公司招聘负责人表示。

有应聘学生表示：“我即将毕业，

希望多参加招聘会，能和企业面对面

沟通交流，了解更多信息。 今天这场

招聘会来了 50 多家企业， 很多岗位

都非常有吸引力，希望能找到一个属

于我的岗位。 ”

将赴中南大学武汉大学招聘

白云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日是首场招聘会，接下来分别

是 3 月 21 日在长沙中南大学、3 月 23

日在武汉大学举办专场招聘活动，详

细信息可登录广东才汇网了解。

在招聘会启动仪式上，白云区副

区长陈永俊介绍了白云区产业及发

展情况， 并向广大学子发出诚挚邀

请。 据悉，白云区内拥有首个国家级

民营科技产业园、 白云湖数字科技

城、广州设计之都等重点产业发展平

台。 目前，该区正在打造“一园两城三

都四区”重大发展平台和“6+6”现代

产业集群。 本次招聘会立足企业人才

发展需求，希望重点引进一批具有专

业知识技能的高校毕业生，以满足新

一代信息技术、轨道交通、美丽健康

等“6+6” 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人才需

求。

为吸引更多人才，近年来，白云

区先后出台了产业领军人才“1+3”政

策、区领导联系专家制度、人才公寓、

广州市人才绿卡、支持港澳青年来云

发展行动计划、云聚英才卡实施细则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白云区高层次

人才提供人才落户、子女入学、医疗

体检等服务保障，用最优的环境凝聚

人才。

广外表彰

年度优秀学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讯员

杨欣）

3 月 16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白

云山校区云山会堂举办“凤鸣广外”2022

年学生表彰大会暨颁奖典礼，表彰国家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长奖章等 19 类

奖学金及荣誉称号获得者，共 9961 人次、

67 个集体获奖， 奖金共计 2622.74 万元。

校党委书记、校长石佑启为“凤鸣广外”优

秀学生事迹宣讲团授旗。

石佑启在致辞中回顾了学校一年来

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对荣获表彰的团体

和优秀个人表示肯定。石佑启对同学们学

习青年榜样提出三点期望：一是学习他们

崇德向善的优秀品质， 争做见贤思齐、德

行天下的榜样青年；二是学习他们矢志报

国的深厚情怀，争做心系社会、志存高远

的榜样青年；三是学习他们精业笃行的实

干精神，争做脚踏实地、奋发有为的榜样

青年。

典礼在白云山校区云山会堂举行的

同时，广外大学城校区、知识城校区设立

分会场，并通过网络平台直播，组织师生

收看。典礼还特别邀请了部分家长朋友代

表到现场观礼，一起领略同学们的优秀风

采，共同见证荣耀时刻。

从“武术小白”到代表广外在广东省

大运会的赛场上取得首枚金牌，商学院学

生陈依琪获得了“校长奖章”称号。 现场，

她为师生带来武术表演《中华刀术》，铿锵

有力的动作展现了广外学子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

在场的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感想。五

四红旗团支部获奖班级代表学生邱同学

谈到，这次活动让她体会最深的两个字是

“震撼”，她相信榜样的力量会深深刻在脑

海里，不断激励自己学习青年好榜样。

“舞台上的同学们非常优秀， 我将以

获得这份荣誉为目标， 掌握好专业知识，

争做心系社会、志存高远的榜样青年。 ”中

文学院学生梁同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