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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战役打响以来，佛

山市祈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为“祈福物业”）与业主齐

心协力、联防联控，周密部署各项

防控措施，携手筑起阻击疫情“防

护网”。

连续坚守“疫”线42天
“刚回到家里，收到通知二话

不说，隔天返岗走上战‘疫’一

线。”大年三十晚，祈福物业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郭阳刚回到肇庆

家中，就接到公司电话，匆匆和家

人吃了顿年夜饭，隔天又驱车返

回工作岗位。在他看来，疫情形

势严峻，身为一名党员，更应该主

动亮身份、显担当，冲在第一线。

返岗后，郭阳迅速组织召开

紧急会议，启动防疫应急预案，动

员管理人员和支部党员积极投身

战“疫”一线，合力为小区筑起安

全屏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

疫情迅速发展，口罩、消毒水、额

温枪等防疫物资成为当时最紧俏

的物品。“当时公司库存的物资仅

够支撑一个星期，防疫物资的紧

缺成为那时候最头疼的难题。”郭

阳表示，通过积极链接供应商、厂

家等途径，难题很快得到缓解，才

让他喜上眉头。

“党员亮身份，冲锋在前，发

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疫情期

间，祈福物业党支部党员积极发

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

体在岗员工认真学习防疫指引，

严守小区出入闸口，落实“亮码、

测温、登记”等流程，全面排查跟

进与疫情发生地相关的业主及逗

留过当地的业主情况，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

过程中，郭阳积极发挥带头

作用，连续坚守战“疫”一线42天，

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实现管

理范围内零病例，展示了一名共产

党员应尽的责任和担当精神。

成为疫情防控示范小区
在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祈福物业内部建立了员工

健康情况报告制度，要求全体员

工上岗前须完成体温测量，为后

勤工作顺利开展夯实基础。此

外，祈福物业指定专人对小区内

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对每个

出入小区业主进行测温、亮码、登

记“三部曲”工作，严格落实“逢人

必检，逢车必查”。

疫情期间，祈福南湾半岛入

住住户达2500多户。这对祈福

物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而言，是

挑战，更是责任。祈福物业调取

6000多车辆的停放记录，为其派

发“绿色通行码”，通过科学排查

的方式，确保防疫工作稳步开

展。

此外，祈福物业通过创新方

式在住户门口张贴“福”“吉”“利”

等字，用于识别与疫情发生地人

员有密切接触住户、从疫情发生

地返回住户，以此安抚居家隔离

住户情绪。人性化处理做法得到

业主们赞扬。同时，祈福南湾半

岛作为丹灶镇防疫防控示范小

区，其扎实到位的防疫措施和先

进经验做法，也被镇内其他小区

进行学习并应用。2月19日，祈

福物业获评南海区第一批防疫优

秀物业服务团队。

郭阳表示，目前小区防疫工

作已经进入常态化开展阶段，往

后工作也将继续坚持落实开展，

保障小区住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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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保护线上线人数增长

显著；

南海执信中学南海执信中学
让每一位学生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让每一位学生都对未来充满希望

20202020年计划招收年计划招收650650名新生名新生，，共共1616个班个班

南海执信中学高考成绩逐年稳步提高，实现了高进优出、低进高

出的育人目标。2019年高考，本科上线357人，本科上线率达71%。

整体呈现出几大特点：

广东省一级学校——南海执信中学创办于2000年9月，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西樵山麓，是由中国名校广州市执信中学

参与创办的全寄宿制完全中学。

目前，学校共有在校师生2700余人，教学班58个，拥有

近200亩的广阔空间，校内功能设施齐备、文化底蕴深厚，是

广佛地区一颗教育明星。

学校秉承了广州市执信中学的现代教育理念，以“崇德瀹

智”为校训，以“让每一位学生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为育人理

念，将“培养具有担当精神、果敢气概、自信情怀的优秀中华儿

女”作为育人追求。

学校的艺术特色专业课程

经过长期探索，已形成师资强

劲、课程完善、成绩突出的成熟

体系。学生文化课成绩斐然，更

有多项艺术特长。

●传媒艺术课程

（在第二批可填志愿）

2010年9月，南海执信中学

在全省高中阶段首创传媒艺术

课程，包括播音、主持、编导、表演

等专业方向。课程由全国广播

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专家

评委应天常教授、国家一级播音

员韩杰老师等任教。2011年到

2019年，传媒专业学生术考本科

合格率平均在95％以上。

●专业音乐/舞蹈课程

（在第二批可填志愿）

由知名钢琴教育家担任音乐

总督学，知名大学音乐教授授课，

每年开展大型音乐艺术活动。课

程开设以来，为许多学生提供了

一条通往高等教育的好路子。

2012年至2019年，高三音乐术

科上线率一直保持100％。

●专业美术课程

（在第二批可填志愿）

学校投资建设了“广州樵山

美术馆”，并与唐人堂美术培训

基地合作，聘请知名院校专家教

授讲课，开设了素描、色彩速写

等专业课程。2010年到2019

年，美术术科本科平均上线率逐

渐提高到91％左右。

多元课程体系 拓宽成才空间

招收650名新生，共16个班，包括普通文化班、艺术班（传媒、

美术、音乐、舞蹈、体育）、国际双语班、国际直通班。

升学成绩突出 打造希望未来

2020年招生计划

学校本部招生办：

0757-86841012 0757-86861166 0757-86861116

录取批次
第一批：面向全市招生的公办普通高中（普通生），面向全市招生

的民办普通高中（公费生）。学校及专业代码：9029（公费生）

第二批：面向南海区招生的非国家级示范性公办高中和民办学

校。学校及专业代码：5050（民办生）

第三批：面向全市招生的民办普通高中（民办生）。学校及专业代

码：9030（民办生）

2 本科上线率大幅提高；

3
艺术特色再创佳绩：一本上线

68人，本科双上线215人；

4
体 育 类 考 生 双 上 线 率 为

100%；

5

自主招生有新突破，多人被暨

南大学、苏州大学、墨尔本大

学、莫纳什大学等国内外名校

录取。

■■南海执信中学南海执信中学。。

发挥堡垒作用
织起小区安全网

祈福物业战“疫”有道，成为丹灶镇疫情防控“榜样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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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惑
陈某与赵某因离婚诉讼，

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随后，

妻子赵某申请案子不公开审

理。陈某认为这是心虚，赵某

辩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孩

子着想。此案涉及孩子的隐

私，可以申请不公开审理吗？

律师说法
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可

以申请不公开审理。我国的司

法实践中，案件的审理一般都

是公开审理的。审判的透明

化，方便了人民群众对案件审

理过程的监督，避免出现违规

乱纪的行为。但有些案件一旦

公开审理，对当事人或是相关

人士影响甚深，不公开审理，效

果反而更好。

本案中，亲子鉴定的争议

是很敏感的话题，一旦公开审

理，对孩子的影响会非常大。

因此，申请不公开审理的要求

是合理的，法院应该接受申请。

现实困惑
韩某得知丈夫刘某在外

面有情人，与姐姐一同跟踪丈

夫，终于在一天晚上跟踪刘某

到了情人的住所。韩某没有轻

举妄动，而是潜入屋内，用录像

机将丈夫与情人约会的场景拍

了下来。拿到证据后的韩某立

即向法院起诉，提起离婚诉求

并要求赔偿。偷拍偷录的视听

资料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吗？

律师说法
我国法律规定，证据的来

源应当合法。偷拍偷录的视听

资料能否作为合法证据，要视

其具体情况而定。关键在于偷

录的视听资料是否侵害了被偷

录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没侵害，

就视为合法证据，如果侵害了，

不但证据被视为非法证据，拍摄

人还要因侵害了被偷录人的合

法权益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韩某和她的姐姐

非法侵入别人的住宅，将约会

这种非常私密的情景拍摄下

来，构成了侵权，而且性质比较

恶劣。偷录视听资料属于严重

侵犯人权，当然不能作为合法

证据。

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是合法证据吗？

案例2 对于涉及隐私的案件,当事人可以要求不公开审理吗？

现实困惑
王某将自己的一处商业

房产转让给张某，并进行了

用户登记。在付款时，张某

以自己目前经济紧张为由要

求延期付款，王某觉得自己

和张某是多年的朋友，于是

一口答应。但是，房产过户

半年了，张某仍未给王某房

款。于是，王某想向法院起

诉张某，要回自己的房产，张

某闻讯后，就想赶快把房产

过户到自己的朋友名下。于

是王某匆忙找到法院，要求

对房产进行财产保护，并提

供了担保。接下来，王某在

15天内提起了诉讼。问王某

的做法正确吗？

律师说法
王某的做法是正确的，

其做法在民事诉讼法上被称

为诉前财产保全。所谓诉前

财产保全是指在诉讼发生

前，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

人的申请，对争议标的物或

被申请人的财产依法采取

的强制性保护措施，若不采

取保护措施将有可能使利

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失。申请诉

前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应当

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法

院就会驳回申请。法院采

取的保全措施主要包括查

封、扣押、冻结等。而且只

有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法

院才能采取保全措施。申

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

措施后十五日内要起诉，否

则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

保全。本案张某意图转移

财产，使王某要回房产的要

求得不到满足，因此王某可

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案例3 起诉前可以申请财产保护吗？

案例4 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怎么判定呢？

现实困惑
戴某生前由李某照顾，临终

前，戴某找到了公证员谈话表示要

将遗产赠与李某，但是戴某没有在

谈话记录上签字盖章，而且除了李

某也没有其他无利害关系的人在

场。戴某死后，李某主张接受赠

权，但戴某的儿子主张继承权。后

法院查明，李某提交的遗赠公正文

书上的内容与谈话记录不大一致，

没有戴某签名，而且是在戴某死后

由李某根据谈话记录办理的，遂判

决李某无受领遗赠物的权利。那

么，如何判断本案的证据证明力大

小？

律师说法
本案的证据是经公证机关公

证的文书，是书证的一种。公证文

书是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

制作的公文书。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文

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

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

证证明的除外。法律同时规定了

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

书证。但是公证文书必须符合法

律规定的条件，否则就不再具有这

种证明力。公证遗嘱要求用书面

形式，要有遗嘱人的签字和盖章。

本案公证遗嘱乃是戴某死后李某

办理的。虽有谈话记录，但谈话记

录也没有戴某签名，而且没有两个

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证，因此

谈话记录也不具有遗嘱效力。所

以本案的书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现实困惑
一天傍晚，黄某在小区里散

步时，被一只大型犬咬伤。尽管

天黑，但是黄某还是一眼认出了

咬伤自己的狗是隔壁邻居赵某

饲养的一只纯血的美国比特。

黄某去医院检查，伤势比较严

重，黄某随即到赵某家，要求损

害赔偿。赵某辩称，除非拿出证

据，否则无法证明黄某的伤口是

自己的狗咬伤的。可是，狗是赵

某的，黄某根本无法拿出证据证

明。这种情况下，黄某就只能认

倒霉了吗？

律师说法
本案，黄某不必承担举证责

任，由赵某承担举证责任。我国实

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

但是，这只是一般情况。有时会出

现非常不利于原告举证的情况，此

时，就由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证

明待证事实的反面，也就是举证责

任倒置。

本案中，咬人的狗是赵某的宠

物，黄某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即使

能接触到，估计取证也是困难的。

因此，黄某被狗咬伤一事，黄某是

无法证明的。但不能证明，不意味

着合法权益就不能维护了。为了

体现公平，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

任。证明自己的狗没有将黄某咬

伤。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就要承

担不利的诉讼结果。

案例5 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