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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

健 通讯员/巢海文 摄影报道）

“毒品有多重‘化身’，防不胜

防，除了传统的注射毒品，现

在又出现了第三代致幻类毒

品——‘邮票’毒品。”9 月 9

日，里水镇沙涌驻村警官谭福

华在沙涌村委会为村民送上

一份“禁毒大礼包”。

当日，南海区禁毒办联合

南海公安分局里水派出所走进

村居、厂企开展系列禁毒防骗

宣传活动，旨在增强村民对禁

毒、防骗知识的了解，切实提高

人民群众参与禁毒防骗斗争的

意识和抵御毒品的能力。

活动现场，谭福华结合实

际案例为村民讲解毒品种类、

危害和如何预防毒品侵蚀等

相关知识。

“有些毒品从外表根本看

不出来，比如‘邮票’，看上去

像一张真邮票，但其毒性极

强，是一般摇头丸的 3 倍，接

触皮肤后可被吸收。”谭福华

说。不少村民听后纷纷表示：

“太吓人了，真的要引起重视，

回去会给家人普及相关禁毒

知识。”

为进一步筑牢村民识毒、

防毒、拒毒的坚实防线，谭福

华还通过展示伪装成生活中

常见零食和饮料的毒品图片，

组织大家观看仿真毒品模型，

并开展现场咨询解答，帮助大

家辨别“毒品伪装术”，提醒大

家永远不要对毒品抱有任何

好奇心，更不要轻信“尝尝没

事”“少吃不会上瘾”的言论。

同时谨记在一些人群复杂的

场所，陌生人给的“水”不能

喝、“零食”不能吃。

同日下午，大石驻村警官

于红平也组织科凌电器有限

公司的员工开展“净网2020”

暨“骗可防 防有道”宣传活动。

活动中，于红平面对面向

工作人员讲解了日常使用手

机、电脑时应该注意的安全事

项，分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常

见形式及作案手法，通过案例

解读，全面拆解骗子的套路，

提高厂企员工的防骗意识和

能力，同时呼吁大家要文明上

网，加强网络防范意识，共同

创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期间，于红平还向近百名

厂企员工派发了防骗宣传单

张，提醒大家陌生电话慎接，陌

生链接慎点，多核实，不转账。 南海普法 南海市场监管

《慈善法》知多D

管 理 费 用

《慈善法》
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

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

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

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百分

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

总支出的百分之十，特殊情况下，年

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前述规定的，应

当报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

公开说明情况。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以

外的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

支出和管理费用的标准，由国务院民

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部门

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制定。

配套法规

2016年10月，民政部、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慈善组织开

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

规定》。

规定明确了各类慈善组织年度

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的列支比

例。分别对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

金会、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团体

和社会服务机构、不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基金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制定了不同

的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标

准；规定了在计算比例时可以用前三

年平均数额代替上年数额以及上年总

收入的调整方式。针对小规模慈善

组织运转的实际特点和慈善组织遇

有特殊情形的，允许年度管理费用不

适用一般规定；不允许因捐赠协议的

单项约定违背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

例和年度管理费用比例的整体规定。

工商篇——

免邮商品要退货
由消费者出运费
■案情回顾

刘小姐在网上购买一双靴子和一

件衣服，达到了满200元免邮的条件，

购买时无需支付运费。收到货后，刘

小姐对靴子不满意，在七日内进行了

退货，但商家退款时要求扣除其发货

运费，刘小姐向工商部门投诉，要求商

家补回扣除了的发货运费。请问刘小

姐的投诉是否能够获得支持呢？

■部门说法
根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商品

退回所产生的运费依法由消费者承

担。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

照约定。消费者参加满足一定条件

免运费活动，但退货后已不能达到免

运费活动要求的，网络商品销售者在

退款时可以扣除运费。”

在该案例中，刘小姐因个人喜好

问题选择退货，商品退货后已不能达

到免运费活动要求，因此商家在退款

时可以扣除发货运费。

■相关链接
9月7日~9月20日，逢周五到周

日，南海区普法办、南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举办“诚信佛山，放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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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市场监管”微信

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小小“邮票”竟是新型毒品
里水民警进村入企开展系列禁毒防骗宣传活动，揭开毒品“真面目”

十一假期高速免费8天、南海学前教育

补贴最高可获680元/人·年……

一周民生大小事
最新资讯话你知

今年的“十一”假期适逢中秋节，

放假8天，高速免费通行；里水举办

2020年里水镇乡村振兴故事大赛，

邀你一起讲好里水故事；南海户籍幼

儿最高可获680元/人·年的南海区

学前教育补助；9月18日佛山市进行

防空警报试鸣……为你盘点一周最

新资讯。

●文章围绕“里水乡村振兴建设”为主题，体裁不限。

●主要内容可选择“环境提升”、“人文情怀”、“历史底

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党建引领”、“人才振兴”七

大板块中的任一板块进行采写。

●应征作品必须未在任何一地报刊、杂志、网站发表，

已辑印成书者亦不得再参赛。

●大赛只接受电子邮件投稿：LSWHZH@126.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里水乡村振兴故事大赛”字样。稿件请

注明真实姓名、联络手机、通讯地址等信息。

●凡作者创作的作品必须遵守意识形态事宜，若出现

不良社会后果，由作者自行承担。

●截稿日期：2020年12月27日截止。

国庆中秋假期高速
免费8天

根据国务院有关安

排，今年“十一”假期适逢

中秋节，放假时间为 10

月1日至8日，共8天。9

月 27日（星期日）、10月

10日（星期六）需要上班。

同时交通运输部也

发布了关于今年国庆及

中秋期间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的方案。今年，7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也

由往年 7天变成了 8天。

高 速 免 费 规 定 时 间 为

2020 年 10 月 1 日 0 时~

10月 8日 24时，共 8天，

免费时段从国庆中秋节

假日的第一天 00∶00 开

始，节假日最后一天24∶

00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

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

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

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

时间为准)。

邀你一起讲好
里水乡村振兴故事

里水举办2020年里水

镇乡村振兴故事大赛，邀你

一起讲好里水故事，助力里

水乡村振兴，有兴趣的街坊

市民可以在今年12月27日

前将你心中所想形成文字，

投稿到指定地方，共同见证

里水蝶变。

快来申领学前教育补贴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

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佛

山市学前教育补贴和南海

区户籍儿童学前教育补助

申领工作的通知》。通知

指出，南海户籍幼儿最高

可获680元/人·年的南海

区学前教育补助。

防空警报试鸣
近日，佛山市发布《佛

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防

空警报试鸣的通告》。通告

指出，佛山市将于2020年

9月18日上午11时30分

至4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防空警报试鸣。

各种防空警报信号试

鸣的具体时间为：9月18日

11时30分至11时33分试

鸣预先警报，三长声，鸣36

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

3分钟；11时36分至11时

39分试鸣空袭警报，连续

短声，鸣6秒，停6秒，反复

15遍，时间3分钟；11时42

分至11时45分试鸣解除

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全

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

动照常进行。

讲好里水故事，抒发家乡情怀，感受里水蜕变，树立先

进榜样和总结经验做法，助力里水镇乡村振兴。

大赛主题

征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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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对象
需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有佛山市户籍；

在2020年9月1日前年满3周岁（即在2017年9月1日前出生，不

含9月1日）；

在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幼儿园就读。

补贴标准
就读南海区幼儿园的禅城、三水、高明、顺德户籍幼儿，发放300

元/人。

在南海区内幼儿园或在佛山市外幼儿园就读的南海户籍幼儿，发

放680元/人·年；

在佛山市内、南海区外幼儿园就读的南海户籍幼儿，发放300
元/人·年。

9月18日

■民警为企业员工讲解防骗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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