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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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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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

右 通讯员/孙伟耿）9 月 3 日，

南海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狮山

中队（下称“狮山交警中队”）

开展跨区域集中加强摩电整

治专项行动，在狮山镇官窑塘

联市场路口设卡查车，通过教

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让违

法者铭记交通法规。

“红灯停、绿灯行，不要闯

红灯”，当日上午，陆续有一些

群众举着写有上述交通安全

标语的提示牌站在塘联市场

路口，吸引了不少路过群众前

来咨询。原来，这是狮山交警

中队开展摩电违法行为整治

的一大创新举措。

“这是针对违法电动自行

车主采取的软性执法措施，目

的是让违法者深刻认识到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狮山交警

中队副中队长卢志勇说，违法

电动自行车主可以选择接受

处罚，也可以选择免罚，但需

要抄写相关交通法规或手举

交通安全提示牌，协助交警进

行交通安全劝导，“该专项行

动将从今年 9 月持续至 10 月

底，主要选择电动自行车车流

量较大的路段开展。”

据统计，当晚行动暂扣摩

托车 6辆，开具电动自行车违

法警告 19 宗，派发传单 250

张，劝导上牌 36人次，教育放

行43宗。

在全镇如火如荼开展创文

行动，助力佛山奋夺创文“三

连冠”之际，加强摩电违法行

为整治，也是对创文工作的支

持和配合。除了开展查处行

动，今年以来，狮山交警中队

还开展岗点式、流动式、嵌入

式的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接下

来将进一步实施精准式宣传，

具体包括在放学期间到小学、

幼儿园门口对学生家长进行

宣传，网格员到出租屋派发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安全告知

书》和电动自行车新规宣传手

册，协调企业在停车场出入口

建设交通安全劝导站等。

其中，南海区首个企业交

通安全劝导站设在狮山镇的

坚美铝材厂内。8月 28日，狮

山交警中队民警来到该交通安

全劝导站开展现场劝导培训，

对企业交通劝导员进行岗位培

训，要求他们必须对骑电动自

行车上下班的员工不戴头盔、

“一车多人”、加装太阳伞等违

法行为予以劝导和教育，并要

求员工签订文明驾驶承诺书、

抄写相关交通法规，让其从内

心重视交通安全。该企业相关

负责人邵勇钊表示，自设立交

通劝导站后，企业员工的交通

事故发生率便下降了。

民警提醒，《佛山市电动自

行车管理规定》已于今年8月1

日起施行，违反该规定的，视违

法行为的不同将处以 20元至

500元不等罚款。处罚不是目

的，该规定旨在希望市民群众

自觉做到“安全驾驶、文明出

行”，共同维护好安全、有序、

畅通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近日，一名七旬老人到鱼塘

边洗手时不慎掉入水中，所幸老

人没有过多挣扎，而是仰面让身

体一直漂浮在水面上。路过的

村民发现老人，报警求助。民

警火速赶往现场将老人救起，

经过简单的急救后老人恢复了

意识，成功挽回了一条宝贵的生

命。目前，老人经治疗后身体已

无大碍。

9月3日早上，一名群众报

警求助，称南海区狮山镇官窑汀

圃潘村球场旁的鱼塘，有一名

老人漂浮在上面，疑似已经死

亡。接报后，南海公安分局指

挥中心立即指令官窑派出所前

往处置。官窑派出所沙圃社区

民警中队副中队长黄广强和汀

圃警务室警官钟国星立即带领人

员火速赶往现场。

仅用10分钟，民警到达事发

现场，只见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婆

婆漂浮在水面上，鱼塘边的阶梯

上还有一根拐杖。附近的村民表

示，老人身体一动不动，可能已经

死亡。细心的黄广强发现老人身

体有轻微的抖动，且还在眨眼，似

乎还有生命迹象。黄广强立刻脱

掉鞋子，挽起裤脚，走进水中将老

人拉回岸边。随后，黄广强和钟

国星合力将老人救上岸。

民警通过拍打老人背部，让

其将吸入的水吐出。最终，老人

逐渐恢复了意识，挽回性命。民

警迅速通知救护车支援，并联系

老人家属到场。不久后，救护车

到达现场，医生对老人身体做初

步检查，随后警辅人员和医护人

员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往官窑医

院治疗。

据悉，老人姓何，今年75岁，

腿脚不灵便，平时需要拄拐行

走。当天早晨，何婆婆独自一人

来到鱼塘边洗手，谁知脚底一滑，

不慎掉入水中。落水后的何婆婆

没有过多的挣扎，而是仰面让整

个身体漂浮在水面上。路过的村

民发现时，还以为何婆婆已溺水

身亡，随即报警求助。幸好民警

及时赶到，何婆婆得以成功获救，

挽回一命。目前，何婆婆经治疗

后身体已无大碍。

警方提醒，行动不便的老人

切勿独自行走在鱼塘、湖泊、江河

边，以免不慎落水。家属也应看

管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让其远

离易发生危险的区域。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

通讯员黎力

2017年11月5日，某车展

在珠海举行，消费者黄先生购票

入场。在现场销售人员的推荐

下，黄先生最后决定购买某参展

公司销售的汽车，并于当天与该

公司签订购车合同，支付了

5000元定金，该公司员工当场

开具定金票据。之后，该公司员

工致电黄先生，要求其支付首付

后再订车，隔日黄先生前往该公

司门店支付订车首付款4万元，

双方约定12月18日提车。

约定期满后，参展公司却以

各种理由拖延交车，之后更直接

拒接黄先生电话。随后黄先生

前往该公司，发现该公司门店已

转让他人，公司负责人卷款潜

逃。消费者黄先生多次向车展

主办方请求协助维权未果后，遂

向消委会投诉车展主办方，要求

车展主办方承担其购车损失。

请问黄先生的要求是否能够获

得支持呢？

《慈善法》知多D

工商篇——

车展购车遭诈骗
主办方需担责

南海普法 南海市场监管

相 关 链 接

部 门 说 法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消费者在展

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

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

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

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

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

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追偿。”本案中，黄先生合

法权益受损后，车展主办方既没

有尽到协助消费者维权的义务，

也拒绝承担相应法定责任，黄先

生有权要求车展主办方承担购

车损失。

案 情 回 顾

慈善服务与志愿服务

《慈善法》

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

可以自己提供或者招募志愿

者提供，也可以委托有服务专

长的其他组织提供。慈善组织

根据需要可以与志愿者签订协

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约定服

务的内容、方式和时间等。

配套法规
2017年12月1日，《志愿

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条例》

规定，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

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

的公益服务。开展志愿服务，

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

信、合法的原则。

《条例》强化了对志愿者

和志愿服务对象的权益保

障。为了促进志愿服务事业

发展，《条例》规定了多项扶持

和保障措施。

信息公开

《慈善法》

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受

托人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

务。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

及时。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

开组织章程和决策、执行、监督

机构成员信息以及国务院民政

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配套法规
2018年9月1日，民政部制

定的《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

正式实施。办法根据《慈善法》

的授权，对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

义务进行细化，回答了慈善信

息为何公开;慈善信息谁来公

开;慈善信息怎么公开;慈善组

织重点公开什么信息;怎样落实

网络募捐的信息公开等问题。

企业捐赠税收优惠

《慈善法》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

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

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

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配套法规
2017年1月1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

捐赠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结转

扣除有关政策的通知》。《通知》

明确，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

或者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用于

慈善活动、公益事业的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

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当依法取

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狮山交警创新软性执法，跨区域集中加强摩电整治

违规驾驶摩电罚举牌！

75岁老人落水 教科书式漂浮自救
落水后没有过多挣扎，仰面让整个身体漂浮在水面

■民警将老人救上岸，并协助送到医院治疗。

■交警设卡查车。

▲

违法电动自

行车主手举交通安全

提示牌。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