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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帮

不限户籍！ 老年人优待卡“上新”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老年人优待卡将在5月上新啦！ 据了解，

为配合《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实施，进一步提高为老服务水平，方便老

年群众办理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卡各项业务， 广州定于5月1日起正式启用

老年人优待卡业务办理新流程。

办理对象

年满 60 周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本市有效居

住证件的常住外埠老年人。

优待权益

●满 60 周岁不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乘坐市内线路公

共汽(电)车、过江轮渡和地铁，享受半价优惠；65 周岁以上

凭老年人优待卡更可享受前款各项免费。

●市属收费公园和文化场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对满 60 周岁不满 65 周岁的老年

人实行半票优惠，对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免费。

●在市、区指定公共体育场馆享受门票优惠、优先通

道服务。

首次申领业务办理要求

1.户籍老年人提供居民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近三

个月照小一寸白底照片。

2.驻穗部队离退休军人提供居民身份证原件、军官证

（含文职干部证）或退休证原件、驻穗部队单位证明、近三

个月照小一寸白底照片。（此业务需在市老龄办办卡窗

口办理）

3.外省市（含归国华侨）老年人提供居民身份证原

件、广州市办理的有效《广东省居住证》原件、近三个月

照小一寸白底照片。

4. 港澳台地区老年人提供广州市办理的有效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原件、近三个月照小一寸白底照片。

注：委托他人办理，除前款材料外，代办人还应当

提供本人居民身份证或有效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原件。

网上办理指引

方式一

1.

进入“粤省事”小程序首页，下滑

至服务专区；

2.

选择“专区 ”，再选 “基层减负服

务专区

--

便民服务”；

3.

选择“老年人优待卡申领”，进入

申领界面。

方式二

1.

下载并打开“穗好办”

APP

首页，

进入“民生服务一站式办理”专区；

2.

下滑选择“卫健服务 ”，点击 “老

年人优待卡申领”进行办理；

3.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办理人员类

型 （本人办理或他人代办 ），进行办理

人身份校验；

4.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点击 “申领

采集”；

5.

上传相关证件照片 ，点击 “确认

申领”即可。

方式三

1.

进入 “穗康生活 ”小程

序首页；

2.

在小程序头部区域找

到“老人卡”，进入老人卡业务

专区；

3.

选择 “老年人优待卡申

领”，进入申领界面。

这些家门口的图书馆，阅读打卡走起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展

萍 ）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

日，当天下午，以“阅动天河·

共享精彩” 为主题的第十五

届天河读书节拉开序幕。 近

年来， 天河区大力推行图书

馆总分馆制， 初步构建成区

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

建有区级图书馆 2 座， 街道

分馆 21 座， 社会合作分馆

16 座，学校服务点 16 个，辖

区内 200 多家社会书店积极

参与，形成“三级联动+社会

合作延伸” 服务网络。 在车

陂，有颜、有才、有内涵的图

书馆，大家去过吗？

车陂街图书馆

位于东圃大马路的车

陂街图书馆于 2018 年开

馆， 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

馆藏量 15000 册，最大藏书

量 18000 册，已实现与广州

市、天河区图书馆联网，通

借通还。 读者只要刷身份

证即可 24 小时随时进入馆

内读书驿站阅读， 还能通过自助

机器借还书、下载电子书和听书，让人享受到智能阅读带来的便利。

据悉，车陂街在该馆举行每月一期的读书活动，营造了浓厚的阅读

气氛，有力打造文化车陂的亮丽名片。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车陂街充分利用图书馆推出党史学习教育专区， 摆放红色经典书

籍，制作醒目标识，便于市民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党史。

车陂广氮图书馆

广州图书馆车陂广氮分馆位于车陂北街广氮新村， 是天河区

辖内街道所设的第一间分馆， 同时它还创下了广州图书馆分馆的

数个第一： 第一个藏书达到 3 万册， 第一个面积超 250 平方米以

上。 2019 年，该馆进行升级改造后，摇身一变成为“图书馆+博物

馆”的综合体。 该馆面积约 270 平方米，目前，馆内藏书量约 23000

册，除了配有舒适阅览座位，还配置了 16 台计算机供市民通过网

络了解最新资讯。

该馆还开设“广氮岁月 天河印记”展览，展品有老照片、信笺、

文件、证书、粮票、工衣、印章、奖杯、拨盘电话等历史物件，藏品涵

盖了广氮厂从建设、发展、辉煌到结束的历史阶段。

公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应提高警惕注意发现

哪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1.一些可疑人员未经批准到内部作调查，进行

科技、经济、企业等情况搜集。 发现这种情况不能

随意提供， 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报

告。

2.警惕境外电台、电视、网络等传媒的煽动、造

谣。

3.一些境外组织和人员经常出现在我军事、保

密单位周边，乘机盗取秘密情报和信息。 如遇有可

疑人员要立即报告。

4.一些有境外背景的组织和个人，利用一些群

众不满情绪，煽动与政府对抗。 遇到这些情况，应

立即报告。

发现国家秘密已经或可能泄露时， 我们应当

采取哪些措施？

1. 拾获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 资料和其他物

品， 应当及时送交有关机关、 单位或保密工作部

门。

2.发现有人买卖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

其他物品， 应当及时报告保密工作部门或者国家

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处理。

3.发现有人盗窃、抢夺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

资料和其他物品，有权制止，并应当立即报告。

4.发现泄露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线索，应当

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普法问答

法律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

报罪】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

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这

样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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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法专栏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 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些行为，

你以为只是小事，其实危害了国家安全。

典型案例

拍摄“海港风景”走上了犯罪道路

梁某本是广州某船舶公司的临时工人，2017

年 7 月，梁某加入名为“XX 造船群”的 QQ 群。 在

该 QQ 群中，昵称为“超越梦想”的境外人员在群中

发布兼职消息，梁某受引诱后与其建立联系。 2017年 7

月至 2018年 3月，梁某为牟取非法利益，按照“超越梦

想”的要求频繁前往广州市黄埔区、南沙区等水域，对

在造、在修、在航的军事舰艇进行刺探并记录，通过

QQ 将获取的有关事项信息提供给“超越梦想”。

经鉴定，梁某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的部

分信息中包含 1 项秘密级国家秘密。 通过上述刺

探及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行为，梁某共收取“超越

梦想”提供的报酬人民币 17800 元。

2018 年 12 月，广州中院判决梁某犯为境外刺

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万元。

（来源：广州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