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使用健康码医疗机构名单可使用健康码医疗机构名单

第一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第一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

第二批

南沙区（

6

家医院和

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第二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市中医医院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广州市胸科医院

广州市惠爱医院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州市越秀区儿童医院

广州市越秀区第二中医医院

广州市越秀区口腔医院

广州市海珠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南沙区第二人民医院

广州市南沙区第六人民医院

广州市南沙区中医医院

广州市南沙区妇幼保健院

广州市南沙区灵山医院

广州市南沙区新沙医院

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

1

家卫生院和

9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九龙镇中心卫生院

黄埔区黄埔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穗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鱼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东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夏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永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联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长洲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埔区红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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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苏运生 李伟苗）

昨日， 在中小学新学期

开学之际，暨南大学也迎来了新学年。 上

午7时， 近2000名学生汇集在升旗台下，

高唱国歌， 一同见证学校新学期第一面

国旗升起。 当天，暨大师生们还自发参加

“我和国旗同框”活动，挥舞着手中的手

持国旗， 在极具暨大特色的彩虹校门和

国旗同框，集体向祖国表白。

唱国歌与国旗合照表达爱国情

上午7时，在全场近2000名学生的瞩

目下，学校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

向升旗台走去。 随后，全场学生进行无伴

奏高唱国歌， 在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中

致敬五星红旗， 和国旗同框， 为祖国祝

福。 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队列还摆出国

旗、“暨南大学”“我爱你·中国”“70”等元

素，向世界宣告暨大护旗爱国之行。

在活动现场，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向学生们致辞，还有不到一个月，我们将

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宋献中希望学

生们， 要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

取滋养， 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身上感

受风范，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

情，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学

习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在工作中增长

才干、练就本领，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

民， 以一生的真情投入和顽强奋斗来体

现爱国主义情怀， 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

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国旗护卫队有来自香港的学生

当天，暨大师生们还参加了“我和国

旗同框”活动，学校团委和学生现场发放

手持国旗及国旗脸贴， 师生们热情洋溢

地在极具暨大特色的彩虹校门和国旗同

框，合影留念。 此外，暨大师生对祖国的

祝福还写满了签名板， 这一切都是爱国

热情最真切的表达。

作为本次升国旗的暨大国旗护卫队

的一员， 来自香港的郭同学在暨大已经

度过了3年岁月。 本次活动当天，与国旗

护卫队的其他同学一起参与新学期第一

次升旗，他倍感荣幸。

“当初选择加入国旗护卫队， 是因

为我有一个心愿， 想去到北京天安门更

为神圣、 更为庄严的升旗现场， 感受真

正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氛围。” 郭同学告

诉记者， 选择加入国旗护卫队， 也是因

为每个队员都有共同的使命， 那就是守

护国旗， 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每个人

的尊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健宣）

记者昨日获悉， 广州市电子

健康码第二批机构已于8月28日上线，

新增在20家医院和黄埔区、 南沙区2个

区启动应用。

电子健康码是国家卫健委基于居

民身份证开发的居民就医看病的“身份

通行证”。 居民可通过“广州健康通”微

信服务号、APP，医院服务窗口和医院自

助机申领使用。 只要将二维码存储于手

机或贴在病历本上，手持这个专属二维

码，通过扫描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跨机构、跨区域、跨系统使用，实现“一

码通用”，享受预约诊疗、移动支付、检

验检查、取药、健康档案查询、报告查询

等医疗服务；家庭医生签约、妇幼保健、

计免预约、慢病管理等公卫服务；将来

会逐步扩展到享受基层首诊、 远程会

诊、双向转诊、健康管理、健康检测、健

康教育、在线咨询等更多便民事项。

居民电子健康码在任何开通电子

健康码服务的医疗机构都可以使用，医

院线下或线上就诊的病人不用领取实

体卡，也不用担心卡片丢失问题。 其普

及应用不但能够全面实现实名制就医、

公共卫生管理和健康服务的“一码通”，

还能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医疗机构“一

院一卡、重复发卡、互不通用”现象，破

解群众就医的堵点问题，标志着广州市

居民持卡接受服务进入了电子健康码

时代。

记者了解到，第一、二批机构上线

后， 广州将继续加大推进力度， 计划

2019年12月前，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

机构、有条件的公共卫生机构基本实现

应用；2020年6月前，全市所有公立医疗

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全面实现应用，有

条件的民营医院也实现应用。 此外，电

子健康码后期将陆续实现在医院微信

服务号申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 昨日下

午，一狭长雷雨云带几乎横扫了

大半个广东， 包括广州在内，梅

州、河源、韶关、汕尾、惠州、东

莞、佛山、肇庆、云浮、江门、阳江

等市县受到影响。

昨日 13 时至 16 时 56 分，

广州市普遍出现强雷雨，并伴有

7~9 级阵风和强雷电。 其中从化

区第四中学录得全市最大累积

雨量 36.2 毫米， 天河区龙洞水

库录得市区最大累积雨量 31.5

毫米，海珠区三防办自动气象站

录得市区最大阵风 19.5 米每秒

（8 级）。

预计，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

响，未来几天广州都是雨雨雨的

节奏。 其中，明后两日有暴雨。

前天夜间在菲律宾以东洋

面生成的热带低压，在昨天 8 时

就加强为热带风暴级，成为今年

第 13 号台风“玲玲”

（英文名 ：

LINGLING

，来源 ：中国香港 ，意

为：女孩名）

，但其登陆广东的可

能性目前来看还是为零。 不过，

南海热带低压在登陆后将继续

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向海南岛

西南部海面，今天前后在南海西

北部海面中心重组，然后将北上

加强靠近广东省。

广州“电子健康码”第二批机构上线，黄埔南沙也启动应用

省中医院等可使用电子健康码

开学第一天升旗仪式上无伴奏高唱国歌

暨大近2000学生集体向祖国表白

明后两日有暴雨

“ 我 和 国 旗

同框 ”活动 ，暨大

学子在合照。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