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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电给违建
当事人将受处罚

供水供电等公共服务部门不

会向“两违”建筑提供公共服务。

但有少部分的违建当事人，为了使

违建继续进行，居然向四邻借电。

街坊们注意了，给违建当事人“借

电”也会被处罚。

1 月 12 日，桂城街道查治办

在平西上海村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对 21 处违建宅基地依法强制停水

停电。这些违建宅基地中，两处

是新增违建，19 处已被执法部门

查处，被停水停电。经调查核实，

这 19 处违建依旧继续开工，是因

为向邻居借了电。

于是，供电部门立马对 21 处

违建宅基地依法停电。同时为杜绝

违法“借电”继续发生，供电部门

切断 19 处违法用电源头，并现场向

“借电”双方当事人发出《用电检

查现场取证记录表》《用户违约用

电处理结果确认书》，要求他们按

相关规定每千瓦（千伏安）500 元

的标准缴交相应的违约用电费用。

《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条：

危害供用电安全、扰乱正常供用

电秩序行为，属于违约用电行为。

供电企业对查获的违约用电行为

应及时予以制止。

第一百条第六款规定：未经

供电企业同意，擅自引入（供出）

电源或将备用电源和其他电源私

自并网的，除当即拆除接线外，应

承担其引入（供出）或并网电源容

量每千瓦（千伏安）500 元的违约

使用电费。

举报最高奖励 13 万元！
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及其“保

护伞”问题，危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对此，区扫黑除恶办呼吁群众积极

举报线索，共同参与整治。

区扫黑除恶办
86399545（工作时间）

区纪委（监察委）
12388（工作时间）

区公安分局

13500260110(24 小时）

举 报 有 奖

南海区举报电话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查 治处 理

在桂城街道某些社区，向某

等人合伙以牌九形式聚赌，设工

作人员为参赌人员提供服务，同

时向赌客放债从中渔利。去年5月，

南海公安机关经深入侦查，对该

团伙开设的赌场进行清剿，查获

设赌、望风、参赌、观看等人员

42 名，缴获赌资近 20 万元。

狠抓专项整治
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南海区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持续加大对黄赌毒等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

要求，聚焦重点难点和民生痛点抓

专项整治，大力开展“对黄赌毒和

黑恶势力听之任之、失职失责，甚

至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问题”

专项整治。下阶段，南海区将狠抓

专项整治，真刀真枪解决问题，铲

除滋生蔓延土壤，以专项整治成效

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案例

案例

法律规定

不断延迟发货时间
有可能是虚假促销活动

网络购物类诈骗
这几种套路要警惕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诈骗手段也

花样百出。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利用了网络购

物过程中不能立即付款提货的弱点，采取种

种手段实施诈骗，而且这类案件成迅猛增长

的态势。南海区消委会提示广大网友，在进

行网络交易活动时需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保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春妹 通讯员 黄嘉明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朗乾坤

有的不法分子冒充客服人员直接联系消费

者，以货款支付失败、商品没货需要退款等借

口诱骗消费者登录“钓鱼网站”。遇到这类情况，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任何以卡单、

未支付成功为借口向你索要银行卡号及验证码

进行退款的有可能是套路。

有些钓鱼网站链接，打着“低价”“优

惠”“奖励”等旗号，通过短信、社交媒体

等渠道传播，并设置“二维码”支付。一旦

输入个人信息，就会被不法分子窃取。消费

者网购应尽量选择信誉度高的卖家购买，并

通过正规的第三方支付渠道进行支付。谨慎

使用“二维码”支付，点付款链接要谨慎，

来路不明的不要点。

“双十一”购物狂欢节马上来临，各种

红包纷纷降至，大家开心抢红包的同时，各

路骗子也伺机而动，放出假红包来坑骗消费

者，暗含钓鱼链接，稍不留神点击，不法分

子就有可能将用户的账号密码窃取。各种中

奖信息作为老“套路”也莫轻信。消费者切

记：红包要慎抢，中奖要核实。不能随意拨

打中奖信息提供的电话号码和发来的网站链

接地址。

退款没准是套路

二维码真假难辨

红包、中奖莫轻信

去年，有市民向南海区消委会反映，

“双十一”期间，他于当天 22 时 49 分

在天猫某旗舰店，以 1 元秒杀店铺券“满

599 元 减 300 元”， 随 后 23 时 10 分

于店内消费成功，此时店内的商品均未

下架，处于有货状态。

次日，市民咨询客服发货时间，

客服表示在催促相关部门尽快发货。11

月 14 日，客服旺旺联系市民表示部分

商品无货，工厂来不及生产，要求市民

全部退款，商家将补偿 10 元或者一套

刀具。市民无法接受商家没有货的说法，

不愿意退款，并表示可以等待，但是直

到超过天猫规定的 20 号最晚发货日，

商家仍拖延不发。

于是，该市民提交了天猫平台投诉，

商家同意投诉，根据天猫规则赔付了天

猫积分，但仍然拖延不发货。市民遂向

消委会投诉商家虚假促销营销活动的行

为，希望消委会帮助其维权。最后，经

过南海区消委会协调，商家表示尽量安

排调货发货，消费者也表示愿意等待。

对于满减、秒杀、0元抢购、付定金立减等促销活动，消费

者要多了解市场，货比三家，警惕高标低折，明降暗升等陷阱。

网购商品涉及网店、快递等多个环节，且运输时间较长，各

环节都有可能损坏商品，特别是购买贵重或易碎物品，要注

意在签收前开箱验货。

网购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以利维权。若是产生网络交易消

费纠纷，在与卖家、交易平台协商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可直

接拨打网店经营者所在地的 12315 投诉电话进行投诉。

“双十一”即将来临，

各大电商陆续推出“限时抢

购”“钜惠特卖”等活动吸

引消费者。对于“双十一”

的促销，南海区消委会发

出消费警示，提醒市民在

“买买买”的
同时，要

“擦

亮双眼”，避免落入网

络消费的陷阱。

消
费
警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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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陷阱多
收好这份防“坑”攻略

案例
直击

“赠送空间”能说建就建吗？
在售卖商品房时，为提高销量，商家的销售手段层出不穷，诱导加建就是其

中一个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让购房者尽快签约。

在销售现场，有时会出现销售员给“违法加建”穿上“赠送空间”外衣的说辞，

极力游说购房者尽快拿定主意，其中，关于一楼、二楼和楼顶的销售说辞最有代

表性，下面一起看看这几个销售套路，不知你是否遇到过？

法律科普

一楼的说辞

二楼的说辞 顶楼的说辞

销售员：买了这个房子，附送入户花园，是真正的花园洋房。你还可以搭

建一个棚架，晾晒衣服很方便。

购房者：真能搭建吗？万一被人投诉，执法部门会来查处吗？

销售员：整个小区都这样做。法不责众，要尽快签约，否则好房源就会被

其他客户抢购。

销售员：你看，这么

好的二楼平台，如果

建一个阳光房，那可

是人生的享受，做一

个茶室、图书室，多有文艺范。

购房者：真能搭建吗？万一被人

投诉，执法部门会来查处吗？

销售员：买了这个房子，整个平

台都是你的。若你担心建个阳光

房太张扬，就建个纳凉亭或搭个

棚架，都是小型建筑，执法部门

不会管的。现在是 9.7 折，过了就

没这个优惠了，其他人抢着要呢。

销售员：这位老板真

会挑，这个楼顶的天

台，够大够亮，仅为

尊贵的你而设。买了

这个房子，楼顶的空间就属于你的，

可以建个音乐室弹弹琴，建个茶室也

是杠杠的。

购房者：真能搭建吗？万一被人投诉，

执法部门会来查处吗？

销售员：怎么会呢，其他住户都不能

上来这个阳台，怎会知道你搭建？楼

顶的房子，通常是为大客户准备的，

所以最迟才推出。

销售套路

情景二 情景三

情
景
一

“赠送空间”不得随意加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及相

关规定已说明，这些附属空间属于全体业主共

有。即使在销售合同中注明，以赠送的形式送

给购房人，这些空间也不属于商品房产权范围

之内，是不能领取不动产登记证的。同时，很

多销售合同中都会注明或者间接补充，房子的

使用人，不得改变附属空间的建筑原貌。

也就是说，哪怕是砌一堵墙、立一个柱，

都不行。销售员说的这些话，就是诱导购房人

违建。

诱导违建处罚

上述三个情景的销售行为是商品房开发企

业误导购房人违建，已违反了《佛山市违法建

设查处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佛山市违法建设查处暂行办法》第

三十五条的规定，商品房开发企业诱导业主违

法建设的，由建设部门责令改正，对商品房开

发企业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该商

品房开发企业的违法信息将录入房地产行业诚

信档案管理系统。不仅披露其违法行为，更会

对其诚信记录进行扣分。

举报方式

南海住建部门提醒购房者，在南海区购房

置业过程中，若遇到商品房开发企业诱导他人

进行违法建设的，要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存，及

时举报，电话为：0757-86286106 或 12345。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刘永亮

通讯员 姚景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