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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法制与生活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黎力）6月是“全民禁毒

宣传月”，为营造全民禁毒氛围，

打造无毒幸福社区，近日，由南

海区禁毒办、狮山镇禁毒办、官

窑派出所、官窑综治办、官窑启

明星驿站等联合举办的“不让毒

品进我家”禁毒宣传活动在沙头

社区举行，吸引了上百名村民到

场参与。

活动当天，公安、综治、启

明星驿站等单位在户外开设摊

位，提供禁毒知识咨询服务，村

民踊跃参与，了解最新的禁毒形

势和相关法律法规。禁毒小游

戏吸引了不少孩子的围观，大家

纷纷戴上特制眼镜，体验了一把

“吸毒”后的致幻感。

“国际禁毒日是几月几

号 ？ 冰 毒 属 于 哪 一 类 毒

品？……”村民还可以通过有

奖问答环节收集“印花”，赢取禁

毒小奖品。“原来，伪装成可乐、

跳跳糖、有机溶液的也可能是毒

品，真的难辨真假啊。”驿站的戒

毒社工在现场展示了数十种仿

真毒品模型，村民近距离参观

后，惊叹新型毒品的迷惑性和伪

装性非常大。

除了禁毒知识，民警和社

工还详细介绍了社区戒毒康复

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市民纷纷

举起牌子合影留念，表达真诚

接纳戒毒康复人员的意愿。炎

热的夏日丝毫未影响市民的热

情。

随后，部分市民齐聚在沙

头社区幸福院参加禁毒知识讲

座，官窑派出所民警邹国禧派发

禁毒小册子，为到场的市民普及

涉毒法律知识。“吸食毒品不但

会对人体产生永久性的损害，还

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使人一辈

子都难以摆脱毒品的侵害。”民

警进一步强调毒品的危害性，告

诫大家切勿触碰红线，并叮嘱市

民在远离毒品的同时，要勇于举

报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通过此次活动，让大家在

游戏体验、有奖问答和禁毒讲座

中增强了自身安全意识，营造了

浓厚的禁毒和守法氛围。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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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报统计资料
须承担法律责任

■案情回顾
2018年5月，距联网直报平

台《住宿和餐饮经营情况》报表

关网时间还有2小时的时候，某

单位仍然没有上报该报表。区

统计局工作人员电话联系该单

位统计工作人员，对方称自己在

休假，会请单位同事上报。随着

报表关网时间越来越近，工作人

员多次拨打电话、发送信息通

知，但对方却一直毫无反应。直

到报表关网截止，该单位也未上

报相关统计报表。区统计局随

即向该单位发出《统计报表催报

通知书》，要求该单位在次日上

报报表。

■部门说法
这是一起典型的迟报统计

资料案例。统计调查单位迟报

统计资料，是指统计调查单位

未按法定的报送时间报送统计

资料的行为。南海区统计局提

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作为统计

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迟报统计

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

织迟报统计资料的，可处一万

元以下罚款。

另外，若案例中企业未能

在《统计报表催报通知书》规定

时限内上报报表，则会构成拒

报行为，企业面临的处罚将会

更严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作

为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拒

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

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

报；对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个体工商户，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相关链接
6 月 8 日~6 月 21 日，逢周

六日，南海区普法办、南海区

统计局联合举办“统计法律齐

学习 人口普查同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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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

万里 通讯员/黎力）首届网

上广交会正在如火如荼举

办。从线下转为线上，不

法分子也会借机利用网络

对参展企业实施诈骗。为

确保参展企业财产安全，

按照“净网2020”专项行动

的有关部署，狮山镇官窑

派出所开展为期一个半月

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非

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

6月 15日下午，官窑派

出所民警走进一汽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为

近百名员工开展防范知识

讲座。平安南海大巡讲讲

师黎力通过翔实的数据，

从案发数、被骗金额、受骗

群体特征等多维度入手，

深入剖析电信网络诈骗的

案件。

民警还通过真实的典

型案例、视频和图片，详细

拆解目前流行的电信网络

诈骗手法。民警重点针对

广交会期间多发的冒充公

检法、冒充客服、网络贷款

等诈骗类型进行分析，提

醒企业在积极参与、把握

商机的同时，也要提高警

惕，做好防骗准备。

“不法分子会打着零风

险、低门槛、免利息等幌

子，虚构各种投资理财项

目，并设法营造其公司实

力雄厚的假象，诱骗市民

投资，因此大家一定要擦

亮眼睛。”民警还传授防范

非法集资陷阱的技巧，呼

吁大家投资理财需三思，

并积极举报不法行为。

据了解，官窑派出所建

立与参展企业的沟通联络

渠道，及时掌握参展企业

情况，采取上门宣传、组建

宣传工作群、组织宣讲等

形式开展防诈骗宣传活

动。民警向本地21家参展

企业发放《致企业的一封

信》，确保参展企业一家不

漏，企业人员不受骗。
■■民警在社区内设游戏摊位民警在社区内设游戏摊位，，开展安全防范宣传开展安全防范宣传。。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民警向一汽民警向一汽--大众员工讲授防骗知识大众员工讲授防骗知识。。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买“国六”新车
拟最低补 元/辆

购买新车补

助 2000 元/辆，注

销佛山牌旧车并

购新车补助3000

元/辆……为贯彻

执行《佛山市促进

汽车市场消费升

级措施（试行）》

（佛府办〔2020〕3

号）精神，佛山市

商务局牵头草拟

的《佛山市商务局

关于消费者购买

“国六”排放标准

汽车补助资金申

领操作细则》，现

面向全社会公开

征集修改意见。

我市相关操作细则征求意见中，市民可通过电话或邮箱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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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时间

6月11日至6月24日

市民可通过电话：0757-83995350

或将意见发送到电子邮箱：gnmyk@fscom.foshan.gov.cn

补助对象

在佛山市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法人企业购买“国六”排放标准并在佛山

辖区内上牌汽车的消费者（个人、个体工商户、企业等），财政供给单位购置新

车的不予补助。

补助标准

申报条件

申报流程

补助资金申领采取线上“秒报秒批秒付为主、人工审核为辅”的方式。消费

者在2021年3月31日前（逾期不予受理），通过“佛山扶持通”微信小程序或网站

注册并核验身份后进行在线申报。

若申报成功，资金领取可使用微信钱包（实时到账）或者银行账户（定期集中

办理资金发放）；若申报不成功，则可在线申诉。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制图/邓渊博

购买新车 每辆补助2000元。

汽车更新换代
佛山号牌车主售卖或报废注销旧车，并购买新车，每辆补助

人民币3000元。

汽车集体采购
同一消费者一次性购买5辆及以上的大、中、重型客运、载货

汽车（车辆单价不少于50万元），每辆补助人民币5000元。

同一辆新购车辆，仅能在以上补助项目中选择一项进行申领，重复申领无效。

同一辆旧车，仅能参与一次汽车更新换代补助项目的申报，重复申报无效。

注

购买新车时间
2020年3月1日~2021年2月28日（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

间为准）。

旧车售卖、注销时间
2020年3月1日~2021年2月28日（以二手车销售统一

发票或机动车注销证明书时间为准，申报“汽车更新

换代”补助时使用）。

销售新车企业 在佛山市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法人企业。

车辆注册登记
消费者需在佛山市完成新购车辆的注册登记（即俗称的“车

辆上牌”）后，方能在“佛山扶持通”平台申领补助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