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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车陂社区医院恢复门诊开诊服务

预防接种需提前7天线上挂号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疫情

防控期间，广州市各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暂停各科门诊服务。 记者从车

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3 月

17 日起， 该中心开始有序恢复预防

接种服务；4 月 20 日起， 恢复全科、

检验科、中医科和康复科门诊服务。

3 月底起，“预防接种服务”App

因为与省系统对接升级而暂停使

用。 4 月 15 日，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通知，“预防接种服务”App 恢复

使用，可提前七天进行预约接种。 即

当晚 20:00 可约 7 天后门诊，以此类

推。

目前， 该中心每天设 60~80 个

名额， 不设现场加号。 车陂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公卫部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视居民需求和人流量增开接

种时间段， 请居民留意通知或电话

咨询。

维护国家安全

人人都是主角

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第十四条规定，每年 4 月 15 日

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维护国家安

全，人人都是主角。

什么是国家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二条规定，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

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

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

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

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

状态的能力。

2014 年 4 月 15 日， 习近平主持

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 提出了 11 种国家安全： 政治安

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

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

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公民和组织应履行什么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七十七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履

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遵守宪

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

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

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

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

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

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

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

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义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

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

协助。

案例：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判

5

年！

被告人黄某某通过 QQ 与一位

境外人员结识，后多次按照对方要求

到军港附近进行观测，采取望远镜观

看、手机拍摄等方式，搜集军港内军

舰信息，整编后传送给对方，以获取

报酬。

至案发，黄某某累计向境外人员

报送信息 90 余次， 收取报酬 5.4 万

元。 经鉴定，黄某某向境外人员提供

的信息属 1 项机密级军事秘密。

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无视国

家法律，接受境外人员指使，积极为

境外人员刺探、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

国家秘密罪。 依法对黄某某以为境外

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5 万元。

案例来源：

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号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整理

普法专栏

车陂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开诊时间

车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逐步开放门诊服务。 资料图

预防接种门诊时间

:

周二 8:00~11:30,14:00~16:00

周三 14:00~16:00

周四 8:00~11:30,14:00~16:00

周六 8:00~11:30

全科门诊、

检验科开诊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4:00~17:00.

中医科、康复科

开诊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2:00，14:00~17:00.

口腔科 、皮肤科 、放射

B

超暂未开诊。

医疗咨询电话：

18988919592

疫苗咨询电话：

82312275、1898891959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

4 月

20 日，天河区发布《2020 年广州市天

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细

则》。 记者发现，今年天河区公办中小

学招生都发生了不少新变化。 在公办

小学方面： 非天河户籍的穗籍儿童租

期要三年才可申请该区学位； 热门学

校方面,省实天河学校减招百人,东圃

中学并入广州奥林匹克中学。

中学：

东圃中学并入广州奥林匹克中学

在天河公办初中招生中， 今年最

大的变化就是东圃中学并入新开办的

广州奥林匹克中学。 招生地段为原东

圃中学对口地段， 即中山大道中 1099

号至尖塔路 1 号

（珠吉街东界， 珠吉

路———科珠路）

以西，中山大道中 1099

号转车陂路转广深铁路至科韵路段以

北，科韵路

（广园快速路立交以北至北

环高速段）

接新塘街西界以东，新塘街

北界接珠吉街北界以南。 也是原东圃

中学对口小学， 即黄村小学、 珠村小

学、吉山小学、新元小学、中海康城小

学、旭景小学，计划招生 12 个班。

该校是天河区重点打造的自主教

育品牌， 也是全省首家以奥林匹克命

名的公办中学。 学校实行小班化精细

化教学，每班人数不超过 40 人。 学校

依托广州市示范性高中东圃中学创

建，位处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连接

天河智谷、金融城、智慧城等科技、经

济发展的新高地。天河区委、区政府将

在 2020 年投入 3000 多万元进行奥中

首批改造项目， 未来计划在三年内继

续加大投入进行创建工作。

小学：

旭景、东圃小学班数有调整

据悉， 今年天河区公办小学共招

生 323 个班， 整体规模比去年共少了

11 个班。 今年， 车陂辖内小学车陂小

学、东圃小学、旭景小学的招生地段没

有变化。 但旭景小学计划招生班数比

去年少了一个，招 6 个班；东圃小学计

划招生班数比去年多一个，招 6 个班。

公办小学、 民办小学招生实行网

上报名。 5 月 5 日~10 日，具有本市户

籍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请

登录“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网上报名系统 ”（网址 http://zs.gze－

ducms.cn）公办小学报名模块填写报名

信息，6 月 10 日派发录取通知书。

天河区积分入学学生由申请人可

于 6 月 1 日网上填报志愿，6 月 8 日将

公布公办小学录取结果，6 月 12 日将

公布民办小学录取结果。 报读民办小

学的学生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请

于 5 月 7 日~11 日登陆上述网上报名

系统的民办小学模块填写报名信息。

天河区公办中小学招生有新变化

东圃中学并入广州奥林匹克中学，计划招生 12个班

广州市天河区旭景小学

招生地段：

旭景家园、城市假日

园、南国.苹果园、天河广场、东

圃广场、东圃中学教师宿舍、中

山大道中383号中国电信宿舍。

招生班数：

6个

联系电话：

62627738、13539930968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小学

招生地段：

东岸社区； 西湖社

区；东圃社区：汇友苑；天力居

社区：天力居、富华楼；天雅社

区；

（天河广场、南国苹果园、名

圃花园、怡东楼除外）

。

招生班数：

6个

联系电话：

82308717、89850131、82310272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小学

招生地段：

车陂村

（沙美社区 ，

西岸社区 ，龙口社区 ）

；车陂水

厂宿舍； 天成居； 浪奇公司宿

舍；瑞华一街；广州市天河区瑞

华二街；车陂路23号鸿发广场；

车陂水厂南侧路段 (4.5

号线地

铁交汇处南侧

)江源半岛；西华

社区。

招生班数：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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