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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石牌街开展石牌村重点人群免费体检活动

逾百居民在家门口免费体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严丽

贞）

7 月 14 日至 17 日， 石牌街道办事处联

合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石牌三骏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绿荷社区居委会、南镇社

区居委会、逢源社区居委会、朝阳社区居委

会开展石牌村重点人群免费体检活动。

当天上午 8 时， 免费体检活动正式开

始，在现场接诊区域内的居民络绎不绝，他

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有序地建档、 一般体

格检查、 测量血压血糖、 中医体质辨识、B

超、心电图等项目。 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生还为居民普及中医体质辨识的相

关知识以及提高身体素质的方法， 同时对

居民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回答。

参加体检的潘姨开心地说：“受疫情影

响，因担心会有风险，一直都没敢去医院。

这次活动在石牌村内开展，不仅离家近，还

能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真的太感谢

石牌街道和社区医院了。 ”

本次活动一共为 123 位居民群众开展

了免费体检， 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自身的

健康状况，帮助他们有效预防疾病，提高自

我保健意识。

凡是石牌街户籍居民，或常住满半年

及以上的非户籍居民， 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每年均可在石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进行一次免费体检：

1.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携带身份证或户

口本）

2. 高血压患者

（携带身份证、高血压门诊

病历、药盒）

3. 糖尿病患者

（携带身份证、糖尿病门诊

病历、药盒）

4.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携带身份证、本辖

区残疾证）

5. 残疾人

（携带身份证、本辖区残疾证）

一 、体检时间 ：

每周一到周五 8:00-10:00

（节假日除外）

二、体检项目：

内外科检查、抽血、心电图

及腹部 B 超等

（相同项目二甲医院收费

约

240

元）

。

三、体检地址：

天河区石牌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河北路

571

号）

四、注意事项

1. 电话预约时请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如您

14 天内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请延期体检：

（1）曾到访

（经停）

疫区；

（2）接触有疫区史的人；

（3）有境外旅游居住史；

（4）有发热和/或乏力、干咳等呼吸道症状

（如有，请及时到定点医院就医）。

2. 为做好疫情防控，避免人员聚集和减少

等候时间，请您注意携带相关证件，按照

预约短信提示的时间提前 10 分钟到中心

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预检分诊，主动配合体

温测量，在中心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

3. 抽血及 B 超项目均需空腹， 体检前请

勿进食。 高血压患者应进行常规服药，糖

尿病患者应在采血后及时服药。

4. 符合条件的居民可提前拨打体检预约

电话（020-38129671，38129674） 进行预

约。疫情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暂不接受

现场报名。

社区医院医生为居民进行体检。通讯员供图

独生子女父母计生奖励金年审开始了

@石牌街坊，可以用手机办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石牌街计生

办）

石牌独生子女父母注

意了，石牌街计生办喊你

来办独生子女父母计划

生育奖励资格年审了。

根据广州市卫健委

的要求，为确保独生子女

父母计划生育奖励政策

的落实，确保准确发放奖

励金， 自今年 8 月初起，

开展今年的独生子女父

母计划生育奖励（以下简

称“独奖”） 资格年审工

作。 此前，各社区已通过

多种形式通知办理对象

进行年审。

办理对象包括哪些？

1. 已申请广州市独生子

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金

并经审批通过的在领对

象

（

2020

年新申请审批

通过的除外）

。

2. 已申请广州市计划生

育特别扶助金并经审批

通过的在领对象（2020

年新申请审批通过的除

外）。

需要哪些申请材料？

1.

现场办理：

本人提供身

份证和户口簿原件。

2.

网上办理 ：

实名认证，

确认信息并承诺即可。

其他说明：

1. 首次年审截止时间：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申请对象每年至少有

一次年度资格认证。

3. 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年

审，系统将自动标记为暂

停发放。 暂停发放后，居

民需要到居委前台恢复

发放。

网上办理流程：

1.

登录 ：

下载“穗好办 ”

APP，注册账号并登录。

2.

选择栏目 ：

打开“穗好

办” APP-【首页】-【街镇

村居常办事项】-【卫健

服务】-【独生子女父母

计划生育奖励资格年审/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资格

年审】

3.

申办：

办事人在 APP

端进行人脸识别认证，确

认申请表信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对年审提示信

息进行选择承诺即可。

现场办理地点：

户籍所在

地居委会办理即可。

@幼儿家长，

石牌街有证幼儿园名单在这里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近期，天河区对辖内幼儿园进行了集中摸排核查。 其中，石牌

街道有 17 家幼儿园取得了办园许可证。

每年都有一次免费体检

幼儿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

暨南大学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新陶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三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华莎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社区中心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南苑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华彦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金海艺术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中路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幼儿园

广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

（

2018.1.31

接管广州市天河区金太阳华标广场分园）

广州市天河区启蒙中英文艺术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中路幼儿园芳景园区

(2019.7.1

回收原童爱鸣远幼儿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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