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女子王某因与丈夫孙某

感情不和起诉离婚，法院判决

双方离婚，未满两岁的女儿由

母亲王某抚养。孙某对一审

判决不服，提起上诉，并私下

将女儿强行抱走。

■说法
现行婚姻法第三十六条

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

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

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

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

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

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

判决。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则对子女抚养权

的归属作了明确规定，第一千

零八十四条第三款：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

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

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

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

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

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

尊重其真实意愿。

■相关链接
10 月 9 日~10 月 11 日，南

海区普法办、南海区委全面依

法治区办联合举办“民法典，

让生活更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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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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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口岸现场有关部

门做好安全检查、健康申报、

卫生检疫、核酸检测结果证明

核查等疫情防控工作，随身携

带内地号码手机并保持通讯

畅通。

●配合口岸现场海关、边

检部门办理出入境查验手续。

●当通关口岸出现拥堵

等情况时，服从口岸现场截

流、分流等安排。

●对未遵守本通告要求

的旅客，将按疫情防控有关规

定处理。

珠江时报讯（记者/邓

施恩 通讯员/温家荣 摄影

报道）9月24日，里水镇市

政办联合里水镇应急管理

办、里水镇市场监督管理

局、里水镇经济发展办以及

燃气专家等部门人员，开展

国庆中秋节前燃气安全生

产大检查行动。

这次行动主要针对燃

气经营单位、餐饮酒店食肆

的日常安全情况和应对节

前节后的安全用气相应措

施及方案进行安全检查工

作：检查燃气经营单位的日

常燃气管理台账、安全管理

制度、培训制度和应急救援

机制及方案，设备设施的安

全使用和器材维护情况，以

及防火防雷措施完备情况；

检查餐饮食肆和商业综合

体的燃气设备设施安全隐

患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应

急救援处理方案和各类操

作规程、安全管理人员履职

以及用气安全培训情况等。

行动中，检查组发现和

顺港点餐饮存在燃气安全

隐患后，立即采取行动，下

发整改通知书要求企业限

期整改，坚决做好节日期间

的安全管理工作。

参加检查的各部门都

高度重视，严格履职，督促

各餐饮食肆、商业综合体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

吸取事故教训、重视用气过

程中的各个环节、在限期内

必须完成整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各部门检查人员

积极拍摄检查现场图片，跟

踪落实企业的整改工作，确

保消除燃气安全隐患。

里水镇市政办副主任

谭丽云表示，燃气安全至关

重要，节日期间企业更要做

好燃气安全管理，加大安全

检查力度，不能疏忽大意。

她要求，各职能单位要落实

部门职责，村（居）委要督促

企业落实燃气安全整改工

作，确保检查成效落到实

处，切实抓好里水镇国庆中

秋节前燃气安全生产风险

防控工作，确保节日前后全

镇安全形势稳定。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通讯员/李桃文 袁玉鹏 摄影报

道）近年来，随着电信诈骗手段层

出不穷，老年人成了最容易上当

受骗的群体。为进一步提高老年

人防诈能力，9月22日上午，和顺

派出所联合社工机构深入里水镇

和顺瑶头村，结合长者在祠堂庆

祝生日的活动契机，主动为长者

们送上禁毒防诈骗“大礼包”。

和顺派出所综合室指导员

黄荣新和副主任吴国华带领警

辅人员通过现场设点，采用悬挂

横幅、派发宣传单张、设置展板、

播放宣传片、群众有奖问答等方

式，向长者们耐心讲解防范电信

防骗知识，社工还通过毒品仿真

模型提高长者们对新型毒品的

认知。

随着生日歌响起，生日会正

式开始，民警首先向参加活动的

50多名9月份“寿星”长者送上生

日祝福，随后为“寿星”们送上《防

电信诈骗技巧》生日“大礼包”。

“遇事不贪财、不迷信，面对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多想为什么，

就能有效防止被骗情况发生。”民

警黄荣新反复告诫长者们，切莫

贪便宜。针对社会上发生的以老

年人为对象的诈骗案，他还详细

介绍了案件的作案手法，以真实

的案例提醒长者增强自我防范意

识。同时提醒长者们不要将大量

现金、存折等贵重物品放置家中；

遇到有人敲门入户，详细问清来

访者身份，不要让陌生人进入家

中；不要将身份证、户口本、房产

证等证件轻易示人；外出、入睡锁

好家中门窗，防止不法分子入室。

同时，民警还详细介绍了《防

电信诈骗技巧》中的十种常见骗

术、如何防止受骗上当以及生活

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并提醒长者

不和陌生人搭讪，不贪图小便宜，

遇事多和儿女们商量，捂紧自己

的钱袋子。

“感谢民警们的生日祝福，更

感谢民警送上的防诈骗‘大礼

包’，平时经常收到一些诈骗电

话，通过今天学的这些防范技巧，

在以后生活中多了一道‘平安

符’。”寿星游伯说。

寿星汤婆婆则表示，感谢民

警特殊的“大礼包”，不仅有心意

更有意义。长者们还纷纷表示坚

决做到“不让毒品进我家”，要积

极参与禁毒斗争，支持禁毒工作。 南海普法

法理之家

长者收到防诈骗“生日礼包”

安全无小事
燃气严把关

里水开展节前燃气安全生产检查行动

民法典篇——

离婚后，孩子跟谁过？

五折公交月卡出炉、赴澳旅游签注恢

复、未上牌电动车将禁止通行……

一周民生大小事
最新资讯话你知

●在各大手机应用

市场搜索“佛山通”App

并下载安装。

● 打 开“ 佛 山 通 ”

APP，进入登录页面。首

次使用的用户，点击“短

信登录”，切换到短信和

验证码的页面，输入手机

号码，获取验证码后，完

成登录。

●登录成功后，进入

“佛山通”APP首页，可以

看到5折公交月卡活动

入口。

●点击入口，可以

跳转进入支付宝活动页

面。本次 5 折公交月卡

每天限用 2次，每月可

最多优惠60次，最高省

60元。

●完成购买后，使用

支付宝乘车码乘车即可

享受折扣优惠。也可以

点击【卡包】→【卡券】，即

可看到您的公交月卡，点

击【去使用】就可以享受

优惠乘车啦！

●佛山户籍居民凭个人有效身份证、新市民凭个

人有效身份证及居住证可注册登记一辆电动自行车，

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每辆收取牌证费30元/套；

●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书原件；

●购车发票原件；如发票遗失，需要车主本人到

电动自行车上牌点作出车辆合法来源证明后，可核发

过渡期牌照；

●现场交验车辆。

用佛山通联合支付宝推

出的5折乘车月卡乘坐公交

车，只需 0.99 元；10 月 1日

起，未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将

禁止在佛山通行；全国恢复

赴澳旅游签注，赴澳的街坊

请遵守相关规定，做好相关

防疫措施。为你盘点一周民

生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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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通联合支付宝

推出5折乘车月卡，用此

电子卡乘坐公交车，每

天可享受两次5折乘车，

每次只需0.99元，五区

通用。限量发售，欲购

从速！

5折公交月卡
领取指引

街坊们请注意！

10月1日起，未上牌的

电动自行车，禁止在佛

山通行，还没上牌的街

坊要赶紧去上牌啦！同

时，佛山交警温馨提醒：

10月1日起，将停止办

理蓝色、黄色号牌电动

自行车上牌业务。

可能有车主担心

办理的人太多、耗时

长，其实不然。目前

南海各网点前来办理

登记上牌的市民不

多，10个最少市民办

理的邮政网点分别是

里水、和顺、大步、丹

灶、金沙、九江、黄岐、

中大、西樵、民乐等网

点。此外，后期新增

的交警中队、派出所

网点也没有邮政网点

的预约量大。所以，

市民可直接到各网点

办理登记上牌，无需

预约。

里水上牌网点
如果车主还是有所

顾虑，可在前往办理前，

直接电话咨询相关网点

的办理人数，选择较少

人办理的网点办理，更

能节省时间和人力。

上牌攻略

注意：如需代办，需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填写

委托书。港澳台人士则提供公安机关核发的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境外人员提供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如有疑问，可致电12123热线进行咨询。

《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

持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

注的旅客经珠澳口岸通关

的通告》指出，9月23日起，

恢复办理广东省外的内地

居民赴澳旅游签注，这意味

着全国都恢复了赴澳旅游

签注。具体通告如下：

通关口岸
（一）赴澳门的旅游团队

旅客指定经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或横琴口岸出入境。

（二）其他旅客可以选择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

琴口岸、拱北口岸、湾仔口岸

出入境。

通关所需证明材料
（一）7天内有效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证明。

（二）完成申领“粤康码”，

凭“粤康码”绿码获取通关凭证。

（三）有效出入境证件。

注意事项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邓施恩

■民警向老人传递禁毒知识。

■里水镇市政办副主任谭丽云在燃气经营单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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