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周乐乐 美编：梁文珊

2020年4月28日 星期二

03

民生情报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4 月 8

日，随着湖北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

控措施，大量武汉人员返回全国各地的

家中和岗位。 为此，车陂街对接待武汉

来穗返穗人员有了新措施。

当前，车陂村继续实施“封闭式管

理”。 根据新形势变化，车陂村对武汉来

穗人员进行分类管理：

第一，若有武汉来穗人员持湖北健

康码“黄码或红码”到岗亭的，由社区

“三人小组”立即到场，严格落实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 14 天。

第二，如有武汉来穗人员持湖北健

康码“绿码”到岗亭的，且能提供来穗前

的核酸检测报告

（结果是阴性）

，可申报

“穗康码”或“粤康码”后，由村口岗亭发

放出入证，社区“三人小组”跟踪落实抵

穗后 7 天再进行核酸检测一次。

第三，武汉来穗人员持湖北健康码

“绿码”，但不能提供 7 天内核酸检测报

告的，社区“三人小组”护送其返回居

所，开展第一次核酸检测。 此时返回人

员需居家隔离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若结

果呈阴性， 由社区居委会报备打信息

表，可在抵穗后 7 天进行第二次核酸检

测。

另外， 湖北返穗人员需到高地大

街、大塘中街、天隆大街、车陂南、东升

楼 5 个出入口进村办理上述手续，其他

岗亭无法接待。

车陂街接待武汉返穗人员有新措

携湖北健康码“绿码”及核酸检测健康报告可放行；无核酸检测报告需完成隔离检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各大祠堂暂停开放

服务。而在清明节期间，车陂街更是发出

号召：“不聚集，云拜祭”，各大祠堂纷纷

响应，呼吁子孙暂停清明祭扫。

往年清明怎么过？

“太公分猪肉”好热闹

以往清明节， 车陂人是怎么过的

呢？ 市民王小姐是沙美梁氏媳妇， 她记

忆中的清明节是， “在祠堂设宴， 很多

人一起吃饭， 还有太公分猪肉。”

车陂村第十经济社社长梁树林告诉

记者， 以往清明节前 15 天， 族人就会

相继预约祠堂的“档期”， 安排各家团

聚宴席， 十分热闹。 “今年， 我们响应

政府号召， 倡议族人不要回乡拜祭， 安

守家中， 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梁

树林说， 平时祠堂是族人的休闲娱乐场

所， 春节以来已经暂停开放， 待疫情结

束后， 再邀请族人相聚。

广州市扒龙舟非遗传承人、 晴川苏

公祠后人苏应昌介绍， 车陂村各姓氏有

春祭和秋祭， 春祭指清明节， 秋祭指重

阳节。 不同姓氏的宗族， 会分别在春祭

或秋祭相约拜祭先人， 同时还会在祠堂

大排筵席， 与外出打拼的族人团聚。

“晴川苏族人多数选择秋祭， 在重阳节

期间组织来自港澳， 甚至海外的苏氏血

脉登上白云山摩星岭拜祭太公苏绍基，

浩浩荡荡数百人， 其后再聚晴川苏公

祠， 享受‘太公分猪肉’。”

今年清明节怎么过？

网上祭祀也可寄相思

清明期间，广州市推出延后拜祭、网

上祭祀、居家追思、信邮哀思、工作人员

集中祭扫

（敬献鲜花）

等 5 种祭扫替代方

式。那么，今年清明车陂人又是怎么过的

呢？

苏应昌表示，今年清明节，车陂苏氏

派出了一两个代表， 把晴川苏公祠打扫

干净，在先人神位前上香，简化程序。 不

少车陂村民认为，心中有情，不分远近。

生者平安，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待到

春暖花开时，我们再相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近

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了

天河区 3 所中小学的招标公告。 根

据招标公告，明年，广州海关石牌

西路配套小学和天河区龙口西小

学太阳广场校区预计完成竣工。 广

氮 AT0607118 地块九年制学校工

程预计于 2022 年完成竣工。

据了解， 广氮片区发展始于

2013 年前后，同年 5 月天健地产在

此建设了天健上城居住社区。 经过

近 7 年时间发展，广氮片区各方面

配套均相对成熟。 从该校的工程勘

察设计招标公告可见，校区位于天

河区原氮肥厂 AT0607118 地块，地

块北侧为天坤三路，南侧为天坤二

路，东侧为健明三路，西侧为规划

幼儿园和天健汇。 该校区用地面积

为 20564

㎡

， 总建筑面积 41835

㎡

。

建设内容包括：教学综合楼、艺术实

验楼、食堂体育馆、游泳馆、连廊、地

下车库及设备用房，以及校园内运

动场地、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 项

目的整个建设周期为 53 个月，即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前期工作，至 2022

年 7 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据了解，该校性质为天河区属

九年制学校

（即涵盖小学一年级至

初中三年级）

， 办学规模拟设定为

45 个班

（其中初中部

15

班，每班

50

人；小学部

30

班，每班

45

人）

，学校

拟打造为新一批广州市义务教育

特色学校。 考虑广氮地区规划将由

居住为主调整为以产业为主，相应

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需求有所减

少，而且整个广氮片区北面地块的

控规还未稳定，届时可以统筹确定

配套学校规模和选址。

除了建设九年制学校外，根据

广氮 AT0607084 地块项目全过程

咨询项目招标公告显示，天河区健

明四路以东、天坤三路以北、天坤一

路以西将建设住宅、幼儿园、社区服

务站、星光老年之家、居民健身所、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派出所、垃圾

收集站及配套工程。 建设用地面积

51629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219940

平方米。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

南方公

证处进驻车陂街党群服务中心啦！ 3

月 26 日， 南方公证处正式入驻车陂街

道，并派驻资深公证员为社区居民提供

专业公证咨询和业务办理。

车陂司法所所长蔡海忠介绍，车陂

司法所致力于打造“一站式”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竭力为群众提供最便捷最优

质的法律服务。 在现有的公共法律服务

基础上，车陂街是天河区首个引进公证

处驻点服务的街道， 是打通法律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创新方式。

“平日群众咨询最多的问题中有很

多涉及房产的，对公证服务的需求量很

大。 有的居民不知道去哪里办理公证，

有的居民去到公证处才知道要带些什么

资料，往返奔波十分辛苦。”蔡海忠说，现

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公证

法律服务。

南方公证处副主任、 高级公证员曾

育生介绍， 未来将以车陂街联络点为试

点， 为居民打造“本部———镇街———社

区” 三级网络公证服务， 派出资深公证

员深入社区， 提供上门服务， 现场解答

公证业务咨询， 打通群众服务“最后一

公里”。

目前， 在疫情期间， 南方公证处车

陂街联络点还提供线上公证顾问服务，

市民能够 24 小时“一对一” 办理公证

业务，减少外出机会，防疫、便民两不误。

车陂各祠堂暂停开放，清明“云拜祭”寄哀思

车陂街道率先引进公证处驻点服务

天河区首个公证服务点就在“家门口”

广氮片区建九年制学校

预计 2022年竣工

车陂村内各大祠堂响应号召，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暂停开放。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车陂街是天河区首个镇街级政

务服务中心进驻公证业务的单位。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车陂村各防疫检查点根据形势不断调整管控方式方法。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