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校名】

广州市东环中学

广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广州市五羊中学

广州市第四十中学

广州市第八十二中学

越秀区净慧体校

越秀惠福西路小学

越秀区七株榕小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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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学

校

换

名

了

【新校名】

广州市东风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三中学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七中学东山学校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东华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广州市知用学校

越秀区旧部前小学

越秀区海珠中路小学

【原校名】

广州市东环中学

广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广州市五羊中学

广州市第四十中学

广州市第八十二中学

越秀区净慧体校

越秀惠福西路小学

越秀区七株榕小学

【新校名】

广州市东风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三中学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七中学东山学校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东华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广州市知用学校

越秀区旧部前小学

越秀区海珠中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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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麦锦婷 通讯员

黄子旸）

2021年广州文交会系列活动之

一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漫画节， 将于9月

28日正式开幕。 据中国国际漫画节组委

会表示，本年度漫画节将以“动漫的红

色档案”为主题，举办中国动漫金龙奖、

中国漫画家大会、中国国际漫画节动漫

游戏展、“明灯·共产党人的故事” 主题

画展及“漫画节在身边”等系列精彩活

动，展示原创动漫的辉煌成果和优秀从

业者的时代精神风貌。

近日，第18届中国动漫金龙奖公布

了备受瞩目的提名名单，50部优秀动漫

作品进入最终奖项的角逐。 组委会介

绍，本届大赛在征稿时更为注重作品的

社会效益，提名名单涌现了《初心》《沧

海英雄》等一批正能量动漫作品。

从提名名单可见，本届金龙奖奖项

竞争激烈。 动画方面，有《大理寺日志》

《时光代理人》《雾山五行》 等人气网络

系列动画，也有《姜子牙》《新神榜：哪吒

重生》等热门国产动画电影。 漫画方面

更有《见龙在田》《九歌图》等多部已斩

获国际大奖的实力佳作同场竞技。

在“双减”政策落地及鼓励素质教

育的大环境下，“知识漫画”为漫画从业

者拓展了新的选题、选材及产业发展思

路。 本届中国漫画家大会将围绕“知识

漫画成为产业黄金赛道”， 设置主题演

讲、圆桌对谈、观众互动等环节，采取线

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讨。 主办

方介绍，届时《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半

小时漫画》《漫画历史线 轻松学古文》等

长期占据中国原创漫画销售榜前5的顶

流“知识漫画”创作者及团队，将首次在

广州集体亮相。

新学年 新校名 新面貌

越秀区8所学校新校名（新校区）揭牌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漫画节9月28日开幕

顶流漫画大咖陪你“漫谈”“潮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今

年上半年，越秀通过名校托管、就近

整合和特色对接等方式， 实施区属

中小学新一轮布局调整八大项目。 9

月14日，越秀区教育局发布消息称，

新学期伊始，项目所涉及的8所区属

学校相继举行新校名

（新校区）

揭牌

仪式，以全新的校容校貌迎接师生。

4所学校被名校托管

在今年上半年的布局调整当中，有4

所学校进行托管，其中，广州市执信中学

托管广州市东环中学， 新校名为广州市

东风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三中学托管广

州市第三十七中学， 新校名为广州市第

三中学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七中学托管

广州市五羊中学， 新校名为广州市第七

中学东山学校；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托管

广州市第四十中学， 新校名为广州市第

十六中学东华实验学校。

同时， 广州市第八十二中学整体并

入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广州市知用中学

和越秀区净慧体校整合， 新校名为广州

市知用学校

（九年一贯制）

；越秀区旧部

前小学和越秀惠福西路小学合并， 新校

名为越秀区旧部前小学； 越秀区海珠中

路小学和越秀区七株榕小学合并， 新校

名为越秀区海珠中路小学。

广州市东风实验学校 红墙绿瓦“门面”改造如期竣工

9月14日上午， 东风实验学校举

行了门楼及广场落成典礼。 投入较

大的学校改造一期工程利如期竣工，

新门楼和广场传承了百年执信的红

墙绿瓦和荷塘文化， 意味着东风实

验在硬件方面正慢慢向执信中学靠

拢。

按照“执信所愿、东风所需、越秀

所能”， 坐落在名校环绕的东风路上

的东风实验学校，接下来将继续实现

硬件、软件同步起飞，努力办成高水

平、有特色的优质学校。

广州市第三中学实验学校 新老师来了 办公桌椅换新了

9月10日上午， 三中实验学校举

行新校名揭牌仪式，标志着原广州市

第三十七中学这所有着65年办学历

史的初级中学，迈入崭新发展阶段。

随着三中对三中实验学校实施

全面托管和加入三中教育集团，按照

集团“六统一分”的办学思路，三中实

验学校已初步实现与三中本部初中

部教育教学的统一管理。 两校早在7

月就敲定了集团内互派干部、教师交

流的名单。

三中于新学期派出正高级教师

和全国模范教师来三中实验学校任

教，并在暑假里不遗余力地支持三中

实验学校完成教学楼架空层微改造，

更换全校教师的办公桌椅，使三中实

验学校的校容校貌在新学期里又有

了新变化。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东华实验学校 校容校貌大规模改造焕新颜

9月13日上午， 十六中东华实验

学校举行了新校名揭牌仪式。 如期完

成一期改造工程的十六中东华实验

学校正式以全新校貌向社会亮相，对

校门、舞台、园景、图书馆、架空层、运

动场和跑道、天台活动空间和周边建

筑立面均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或整饰，

校容校貌大为提升改善。

随着十六中对十六中东华实验

学校实施全面托管和加入十六中教

育集团，十六中把“三自教育”和“至

真”文化品牌快速融入十六中东华实

验学校，并输入十六中的“君武课程”

和素质大课堂等特色课程。

按照“英才计划孵化地”“逐梦工

程生源地”和“高职融通试验地”的办

学定位，十六中东华实验学校将努力

打造成区域内优质品牌初中，适当时

候探索九年一贯制和“2+4”初高中一

体化办学模式。

新旧部前小学 微改造工程完工 育人环境更优美

9月10日， 随着微改造工程如期

竣工，整合后的广州市越秀区旧部前

小学揭牌仪式在白米巷校区举行。

恰逢旧部前小学建校一百周年，

学校顺利实现与原惠福西路小学的

整合， 办学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教

育教学优质资源进一步聚集提升，办

学品牌进一步发挥出更大效益，为学

校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借着校园微改造的东风，完成整

合和改造后的新“旧部前小学”，增加

优质学位250个、 功能场室更为完备、

区域分布更加合理、育人环境更显优

美。

广州市第七中学东山学校 未来三年逐步扩招 每个年级10个班

9月13日，广州市第七中学东山学校

新校名举行揭牌。 原五羊中学由广州市

第七中学委托管理， 并改名为广州市第

七中学东山学校， 加入广州市第七中学

教育集团。 学校将由广州市第七中学派

出行政干部和师资委托管理， 与广州市

第七中学保持文化体系一脉化、 管理理

念一体化、干部轮岗定期化、教师研训一

致化。

据悉， 广州市第七中学东山学校未

来3年将逐渐扩大招生人数，形成每个年

级10个班， 在校学生数近1500人左右的

办学规模， 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基础

教育优质学位。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扩大办学场地规模力争成为航空科技特色校

8月31日上午，十七中在西校区举行

揭牌仪式。 随着原初级中学八十二中的

整体并入和市贸易职业高级中学东风校

区划归十七中使用， 整合后的市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十七中进一步扩大办学场地

和规模，立足于校本部

（小北校区）

、西校

区

（原八十二中校区）

和东风校区

（原贸

易职中东风校区）

办学，力争高中在同类

型市级示范性高中名列前茅， 初中达到

本区内公办学校一流水平， 发展成为市

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航空科技特色学

校。

广州市知用学校 一校四区 优化体育特色项目中小衔接

8月31日，知用学校新校名揭牌仪式

在初中部举行，至此，学校4个校区均完

成新校名更换。

整合后的知用学校立足于百灵路校

区

（初中部）

、东校区、西校区和祝寿巷校

区办学， 将打造为具有鲜明体育特色的

区属九年一贯制学校、 越秀西片的优质

初中品牌和全面落实“五育并举”的窗口

示范校。

通过整合场地资源、 优化体育特色

项目的课程建设和中小衔接， 实现学生

区内成长的立体最优发展。

越秀区海珠中路小学 新校区揭牌 建设发展迈上新台阶

9月10日上午，越秀区海珠中路小学

新校区揭牌仪式在纸行校区举行。至此，

七株榕校区、 纸行校区两校区均完成新

校名更换， 标志着海珠中路小学的建设

与发展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海珠中路小

学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迈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