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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法制生活

■相关链接
6 月 26 日~6 月 28 日，

逢周五到周日，南海区司

法局、南海区普法办联合

举 办“ 学 习《社 区 矫 正

法》”主题微信学法大赛，

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

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详

情可关注“南海普法”微

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因事外出需审批
依法服矫通坦途

南海普法

■案情回顾
陈某，男，24岁，因交

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缓

刑期间在执行地Ａ县接受

社区矫正。期间因病需到

Ｂ市就医，因此向Ａ县社

区矫正机构提出请假，离

开居住地。

■部门说法
《社区矫正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在

社区矫正期间应当遵守法

律、行政法规，履行判决、裁

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遵守国

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关于报

告、会客、外出、迁居、保外就

医等监督管理规定，服从社

区矫正机构的管理，未经批

准，社区矫正对象不能私自

外出。第二十七条规定，社

区矫正对象离开所居住的

市、县或者社区，应当报经社

区矫正机构批准。社区矫

正机构对于有正当理由的，

应当批准。

本案中，陈某因病需

离开居住地Ａ县，前往Ｂ

市就医，是符合法律规定

的准予请假离开居住地的

正当理由，且按规定申请

办理请假手续。社区矫正

监管部门依法批准其请

假，并依照《社区矫正法》

的规定进行监管。

1
高分保护线上线人数增长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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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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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黄丽红）“我真没有喝

酒！”近日，南海交警在查处酒驾

违法行为过程中，查获一名酒精

呼气测试结果显示为酒驾的男

子，但该男子却直呼冤枉，坚称

自己没有喝过酒，而且身上也没

有酒味。这到底怎么回事？

5月13日晚，南海公安分局

交警大队罗村中队民警在机场

路联星路段开展夜查酒驾行

动。21时29分许，事主梁某驾

车行驶至执勤路段，民警依法对

其进行检查。经对梁某进行呼

气式酒精测试，民警发现其结果

显示为67mg/100ml，涉嫌酒后

驾车。

“我今晚真没喝酒，可能是

刚刚吃完饭，我用过漱口水，不

小心咽下去一点，会不会是这个

原因？”看到该结果，梁某顿时傻

了眼，不停向民警解释。

“如果确实是漱口水导致检

测出酒精成分，可以隔一段时间

再呼气测试和抽取血液进行酒

精含量来鉴定是否酒驾。”民警

让梁某不必过多顾虑，配合做好

抽血检验即可。

5月18日，忧心忡忡的梁某

终于接到了民警打来的电话，告

知其血液检验结果显示他确实

没有喝酒。听到这一消息的梁

某如释重负。

警方提醒，现实当中，确实

有人吃了荔枝、蛋黄派、藿香正

气水等食物、药物后，通过呼气

酒精测试检测到酒精成分，但警

方不会因此就判断为酒驾。驾

驶员若驾驶车辆前有进食过相

关食（药）物，最好是休息一下或

大量饮水降解。

万一真的是刚吃完不久就

遇上交警查酒驾，驾驶人只要没

有喝酒就不用紧张，即便是吹出

了酒精数值也可以对执勤民警

说明情况，等过一段时间再接受

呼气检测。

如果是因为吃了大量相关

食物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多次吹

气依旧是含酒精的话，也可以通

过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以

证清白。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黄丽红 摄影报道）车辆

“超员”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但仍有一些驾驶人不顾安全以

身试法。6月18日，佛山市公安

局南海分局交警大队罗村中队

（简称“罗村交警中队”）便查获

了一辆超员车辆，驾驶员邓某最

终被罚款200元。

当晚，罗村交警中队开展夜

查行动。22时许，民警对一辆小

轿车进行检查时透过车窗发现，车

厢内挤满了乘客且坐姿别扭，后排

的乘客还怀抱着一名小女孩。经

查，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

据驾驶员邓某交待，该车是

他朋友杨某上个月才买的新车。

近日，杨某出差，考虑到新车停放

太久对车辆机件不好，便叫邓某

帮忙开一下。当晚，邓某约上亲

友共9人到附近的商场购物，去

的时候9个人分别开了两辆车，

后来另一辆车的车主有事提前驾

车与朋友离开，剩下的7人便挤

在邓某驾驶的车里。“我今晚本来

是想开朋友的新车出来逛一下，

回家的时候只想到距离不远，几

个人挤一挤没关系，却没顾及到

家人的安全。”邓某后悔地说。

随后，民警对邓某进行了深

刻的安全教育，并对其驾驶载客汽

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超过核

定人数的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

交警部门提醒，“超员”是根

据实际乘车人数是否超过核定

人数的标准来计算，实际乘车人

数是不区分大人或者小孩的，多

了人就属于“超员”。

“超员”既不省事也不省钱，

还会给安全行车带来严重隐患，特

别是发生交通事故、车辆自燃等意

外情况时，给乘客逃生、抢救伤员

带来极大困难。无论是驾驶人还

是乘客，都应该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不“超员”超载，不乘坐“超员”

车辆，保障自身安全。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

兴 通讯员/黄永灿 朱舒桦 摄

影报道）6月 18日，狮山镇国

土城建和水务局(城建)罗村工

作办公室(市政)（简称“罗村市

政”）对外包服务单位开展了电

动车驾驶员道路作业安全培

训。培训会由罗村市政办负责

人黄炬辉主持，罗村交警中队

副中队长朱泰亨进行主讲，为

120位一线环卫工人上了一堂

生动的交通安全教育课。

培训会上，朱泰亨结合近

期发生的交通事故，深入浅出

地讲解了交通规则及驾驶中的

常见问题。“环卫工人是城市的

‘美容师’，但在开展卫生绿化

工作的同时，应当优先遵守法

律规则。”朱泰亨说，环卫工人

要提高思想重视，在进行道路

作业时必须穿着具有警示和反

光性能的安全服，佩戴有反光

标识的安全帽。清扫时要遵守

交通法规和环卫操作规程，尽

量避开在车流量大的时段和路

段进行清扫……

随后，交警部门通过播放

道路交通安全警示片，向环卫

驾驶员讲解了超速行驶、随意

变更车道、不配戴安全帽等交

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同时

结合近期电动自行车上牌的

热点问题，指导环卫工人注册

登记电动自行车。环卫工人

们表示，此次培训不仅掌握了

安全知识，还感受到了上级部

门的关怀。

开展道路作业安全培训

是保障环卫工人安全的有效

途径之一。“希望通过定期开

展安全培训，提升环卫工人的

交通安全意识。”广东宝鸿环境

管理负责人黄兴国表示。下一

步，罗村市政办将每月开展一

次安全教育培训，继续对外包

服务单位电动车驾驶情况进行

监督与管理，让职工熟知交通

安全法律常识，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也为了以后驾驶员的日

常安全出行和文明行车提供了

指导和帮助。

今年6月是全国第19个

安全生产月。狮山镇倡导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以线上为

主线下为辅的方式，大力普及

安全知识，增强全民安全意

识。本次活动旨在形成良好

的安全生产氛围。

小车“超员”驾驶被罚200元
罗村交警：小孩也纳入“超员”计算

他没喝酒开车，但却“酒驾”了

环卫工道路作业时
须穿警示安全服
罗村市政办为120位一线环卫工人上“交通安全课”

多元课程体系 拓宽成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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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村交警中队民警向邓某讲解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狮山镇罗村市政办开展环卫工人电动车作业安全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