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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

不在内网专用电脑上使用无线网

卡、无线鼠标、无线键盘等无线

设备及外单位的存储介质。

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加强对病毒

的防范，不把一些涉密信息随意

发到互联网上。

在朋友圈晒照片，要注意照片中

的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

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表达爱国行为要理性，不能被不

怀好意的人挑唆，在社交平台发

布不该发的言论和照片。

基地暂时只接待有计划、有组织的团

队预约参观。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新二路 67 号

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11:30，14:30~17:00

0757-86315388

1

2

3

这些行为危害国家安全

什么是国家安全？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加大生态修复和增绿力度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自然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自 2018 年以来，南海区大力推进包括大湾区高品质

森林城市建设和河心岛生态修复的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在区有关单位和各镇街的通力协作下，2018 年和 2019 年均超额

完成佛山市下达的年度建设任务。2020年，南海区再接再厉、积极谋划、扎实推进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林应涛 通讯员 肖剑宁

南海持续深入推进自然生态文明建设

提到国家安全，很多人会联想到间

谍、特工、战争等，觉得离自己太遥远。

实际上，国家安全已拓展到了经济、社

会、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各个领域，

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

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我们个人能做些

什么？南海家书梳理了部分国家安全知

识和典型案例，希望大家都能自觉学法

守法，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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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于 6 月 9 日编制了《关于加快推进佛山市南海区万亩

千亩公园规划建设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加快推进南海区 8 个万亩

公园、4 个千亩公园的规划建设。目前，已有 9 个公园（其中 5 个万亩、4
个千亩）基本完成“一园一策”编制，其余 3 个万亩公园正加快落实编制工作。

南海区 2020年度第二季度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成绩单 持续深入开展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南海接下来这么干！

自然生态文明建设
强化自然生态空间管控
保障美丽南海建设空间

河心岛生态修复

科学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筑牢生态屏障

建设万亩千亩公园群
构建生态公园体系

万亩千亩公园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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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 2020 年自然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库共有 102 个项目，本年度计划

投资 115871.87 万元，新增绿化面积 4989.93 亩。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编制国土空间

规划，合理布局功能空间，划定和保护城镇开发

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引导空间适

度集约，可持续利用。到 2020 年年底完成生态保

护红线内建设摸查，对违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

制定生态修复整治计划。加强自然保护地、水源保

护区等生态极重要、极敏感区域的生态监管，严

格限制林地、耕地、湿地转建设用地，落实耕地总

量平衡，实现土地利用集约化、可持续。

4 构建纵横交错的
生态廊道网络体系

大力开展生态景观网络建设，促进生态景观

林带、道路绿化景观带、碧道等生态廊道有机连通，

生态廊道和生态斑块纵横交错，增强生态系统整

体性和关联性，构建近自然生态网络体系。

5全面推进绿地增绿提质
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贯彻实施《美丽佛山五年绿化行动计划

(2019—2023)》，重点开展公园绿地“增量”和现

有绿地“提质增颜”，持续深入推进城市增绿，提

升城市绿化指标。

6全面开展乡村绿化行动
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

以乡村振兴、绿化美化综合整治和森林小

镇为抓手，切实推进“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

范带建设，推动森林城市建设向镇、村延伸，

提升乡村绿化美化品质。

7 大力开展自然教育
推动生态文明共建共享

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

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市民生态意识。结合

世界湿地日、野生动植物日、地球日和植树节等宣

传活动，积极推动自然教育发展，全面开展生态

主题宣传教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根据《佛山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以生态修复为抓手，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

命共同体的系统综合治理，加快构建“三屏六楔、

两脉两环、蓝绿成网”生态格局。

探索生态空间建控利用新举措、新路径，锚

固生态基底，扩展城市活力空间，努力打造一流

湾区的公园体系典范。其中，加快推进西樵万亩

桑基鱼塘项目详细规划和景观提升建设，持续做

好生态修复，积极申报建

设国家生态文化产业园。

本年度计划完成九江镇沙仔岛河心岛生态修复工作验收，已完成清拆违

建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已完成硬底化拆除工程约 9000 平方米，用于实施生态农业示范工程，
现时已种植玫瑰等作物；

已开展滨水植物栽植工程现场调研及可行性分析。

截至 6 月底，21 个项目已完工，完工率 20.59%，51 个项目已动工，17
个项目正在启动，13 个项目未启动，已完成投资 31071.19 万元，完成进

度 26.82%，新增绿化面积 1708.69 亩，完成进度 34.24%。

国家安全就在身边
这些事情不能做

小曹在互联网上开设

网店，出售卫星数据接收

卡、无线摄像笔等数十种

专用间谍器材，又沿街兜

售实时视频无线监控器、

GPS 跟踪定位器、钥匙扣

密拍器等专用间谍器材，

被国家安全机关缉捕归案，

以“涉嫌非法销售专用间

谍器材罪”提起公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

非法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

殊需要的专用间谍器材。专

用间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

全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确认。

1 东西不能乱卖！

例

解读

暑假期间，大学生小

韩从境外旅游回来，给亲友

带了一箱水果。入境时，工

作人员从水果里检出了“水

果头号杀手”地中海实蝇。

这是一种世界公认的对水果

产业具有毁灭性威胁的有害

生物。如果无意间将这样的

水果带回国内，会对国家生

态安全造成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

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

产品名录》规定：

动物及动物产品类、植

物及植物产品类，具体包括

新鲜水果、蔬菜等，以及其

他类都禁止携带入境。

3动植物不能
随意带入境！

例

解读

4信息不能非法传！

小齐与境外势力相互

沟通、配合，出版和传播

大量的政治性非法出版物，

利用现代文化传媒进行广

泛传播，并利用电子邮件、

论坛、网络聊天等网络传

播途径，抨击我国经济社

会政策，歪曲和攻击我国

人权状况，诋毁我国形象。

《国家安全法》第十五条规

定：

国家防范、制止和依法

惩治任何叛国、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颠

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行为；

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境外

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

分裂活动。 

例

解读

小桃是一名“军嫂”，

常带着儿子去军营里与丈夫

团聚。为了留住幸福瞬间，

小桃给儿子和丈夫拍了照片

和视频。丈夫发现这一情况

后，警告她这种行为容易泄

露军事秘密，要求她立即将

这些内容删除，并将手机送

到密室进行了脱敏处理。

军装照上网暴露了军人的

身份，不法分子通过这个人的

常用网络软件，可轻松追踪到更

多信息，对军事安全构成威胁。

《刑法》第四百三十二条规定：

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规，

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照片不能任性拍！

例

解读

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能做什么？

知 多 D

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

情况和线索，均可以拨打国家安全机关

“12339”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在南海哪里可以
现场学习国家安全知识？

今年 6 月 19日，南海政法系统综

合教育基地揭幕。该基地位于南海区委

政法委院内，建设面积约3000平方米，

是全省首个政法系统综合教育基地。

基地中的崇安厅专门展示国家安

全主题，展厅内设置了 VR 互动、电子

答题、沉浸式体验、魔镜等互动体验展

项，大大增强了参观者的参与度和趣味

性。另外，展厅还设置了手机扫描二维

码电子语音导览功能，方便参观者自助

参观。

参观预约须知

基地地址

开馆时间

预约电话

为南海城市“提质增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