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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消委会举行宽带网络消费维权约谈会时要求

运营商 4 月底前需制定整改措施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
讯员/揭毅）昨日，
禅城区消费者委
员会举行宽带网络消费维权约谈
会，并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
长城宽带等 4 家宽带网络
服务运营商主要负责人送达《关
于提升宽带网络服务质量的建议
书》，明确要求各运营商在 4 月底
前制定出相关整改措施或方案，
并报送至区消委会。
据悉，2017 年区消委会及其
镇街分会共接到宽带网络服务质
量 方 面 的 投 诉 多 达 885 件 ，比
2016 同期上升 64.50%，
宽带网络
服务已连续两年成为消费者投诉
热点。
“消费者的投诉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个是宽带网络质量，

一个是投诉处理机制。”
区消费者
一台手机，并可享受一年免费上
委员会秘书长谢杰在通报 2017
网。随后，工作人员上门时发现
年全区宽带网络服务消费投诉情
该消费者的住址没有网络覆盖，
况时表示，宽带报障后不能及时
不能安装宽带。消费者因此要
修复、包年套餐到期后在没有提
求取消套餐和退回预付话费，但
醒消费者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收
遭运营商拒绝。
“ 在这个案例中，
费、无故暂停消费者原宽带套餐
我们可以看到，运营商提供的服
并强制要求其报装光纤、网速达
务达不到合同要求，消费者的需
不到报装时的承诺标准以及客服
求也没有实现，根据《合同法》和
人员态度不好、投诉处理不及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
投诉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都是消
权要求解除协议。”区消委会律
费者的投诉热点。
师顾问团副团长、广东群豪律师
会上，区消委会首次邀请律
事务所律师刘景平还说，运营商
师顾问团成员就 2017 年经典案
在宽带到期之前，应通过多种方
例进行法律点评。在新装宽带
式履行告知义务，与消费者重新
无资源、运营商拒不退款的案例
签订或变更协议，而不应该擅自
中，消费者预付 400 元话费获赠
扣费。

针对宽带网络服务消费投诉
的热点问题，
区消委会向参会的 4
家宽带网络服务运营商提出整改
意见，包括完善平台，畅通消费纠
纷处理渠道；与区消委会共建小
额消费纠纷处理机制，实现小额
投诉快速调解；建立无故断网补
偿和断网提前告知制度；推行消
费者建言献策激励机制；开展消
费服务体验活动等。并向他们送
达《关于提升宽带网络服务质量
的建议书》，明确要求各运营商在
4 月底前制定出相关的整改措施
或方案。区消委会将适时向消费
者公布企业对宽带网络服务问题
的整改情况，以便在提升和树立
企业正面形象的同时，也让消费

者更好地监督企业。
相关运营商负责人表示，企
业自身在宽带网络服务方面确实
存在问题，并表示会按照约谈的
要求及时进行自查整改，切实维
护好辖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谢杰表示，消费维权约谈作
为一种柔性手段，可以发挥区消
委会对企业的引导、警示作用和
对消费者的教育作用，将过往侧
重“事后惩罚”变为注重“事前预
警”
，尽可能避免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的发生。接下来，区消委会
还将继续发挥消协组织社会监督
和桥梁纽带作用，切实化解消费
纠纷，为消费者营造便利、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近两百学童参加祖庙开笔礼
穿汉服点朱砂 传承尊师重道文化
珠江时报迅（记者/黄瑶 通讯
员/伍嘉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前日上午，佛山祖庙孔庙
传出稚嫩清脆的童声，
199 名身穿
整齐汉服的惠景幼儿园大班学童
在此举行隆重的开笔礼。
开笔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始
识 字 习 礼 仪 式 的 称 谓 ，俗 称 破
蒙。作为少儿进入人生学习阶段
的纪念形式，
往往令人记忆深刻，
成为终生的戒律和鞭策。
据了解，佛山祖庙孔庙学童
开笔礼自 2002 年开办以来，因其
历史渊源，
凭借祖庙灵气，
参加人
数逐年递增，
享誉珠三角，
众多家
长、学校都选择这个人杰地灵的
古庙举行开笔礼。
孔圣殿内，开笔礼启蒙老师
拿着“孝”字，跟学童们解释：孝，
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根，要孝顺父
母长辈、尊重师长；勤，是努力读
书，学习知识成为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讲解后，老师还简要介
绍了孔子的历史，
“孔子创办了中
国第一所私人学校，是伟大的思
想家、教育家，被后世公认为‘万

■老师为学童们点朱砂启智。
世师表’
，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孔子
像前面举行开笔礼。
”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接受启蒙后，
“ 开笔”正式开
始，老师拿出“学业进步”的描红

条幅，手把手教学童在条幅上临
摹，期望他们学业顺利，天天进

步。接着，还举行了手握乾坤抱
文笔、朱砂开智、麒麟引路经三元
亭参拜文魁阁、敲响启智钟、许愿
树下许愿等仪式。最后学童们还
领取到祖庙精心设计的纪念品。
“孩子刚刚迈入小学的门槛，
通过这次颇有‘仪式感’的开笔
礼，不仅能让他亲身体会优秀的
传统文化，还可以意识到学业的
重要性，日后更加勤奋读书。”家
长孙女士说，自己小时候并没有
参加过这种隆重的开学仪式，现
在的小孩真是幸福。
据悉，今年起，祖庙博物馆
对开笔礼的整个流程进行了全
面优化，把原来的博士袍更换成
汉服，整个开笔礼流程也更具仪
式感，赠送的纪念品更是由祖庙
博物馆精心设计、版权专有的文
创产品。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
去年共有 8000 多名学童
参与了开笔礼仪式。
“对孔子的崇
拜是佛山崇文重教风气的体现，
希望通过开笔礼，让更多孩子传
承尊师重道的文化。
”

立份遗嘱不容易
代书遗嘱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者不能作为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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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小王的奶奶王老太太去世
了。她留下的唯一财产就是一套
住房，
她立了遗嘱把房子留给孙
子小王，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
单。
王老太太这辈子过得不容
易，老伴儿早早就去世了，一个
人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二儿
子和三儿子都事业有成，生活
无忧，唯有大儿子即小王的父
亲一家生活相对困难。大儿子
两夫妻也就是小王的父母都在
多年前下岗，一直没有稳定的
工作和收入，小王大学毕业后
换了几份工作都不尽人意，收
入不高。
老太太生前没什么其他财
产，只有一套住房，想到大儿
子一家生活困难，就想把房屋
留给大儿子，大儿子建议老太
太直接把房屋留给孙子小王，
老太太同意了。当时，老太太
立下一份遗嘱，把这个意思说
清楚了，可是老太太由于年纪
大了手发抖，写字不容易，就
让大儿子代笔书写，自己签了
名，还请隔壁的邻居陈老伯作
为见证人也签了名。为了保
险起见，小王把整个过程都录
了像。
现在，老太太去世了，小王
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他
的两个叔叔都不同意，认为小
王手上的遗嘱无效，房屋也不
能给小王。

市民拾金不昧
民警接力归还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讯
员/张亿）日前在禅城南庄万科城某银
行附近，
一名热心市民捡到钱包，
于是
报警。民警根据钱包内的证件信息，
成功找到失主并将钱包完璧归还。
3 月 11 日凌晨零时许，禅城公安
南庄派出所民警接到指挥中心调警
称，一名热心群众在南庄万科城工商
银行附近捡到一个黑色钱包，请求民
警帮助寻找失主。
原来报警人小李当日凌晨下晚班
路过工商银行附近时，看到地下有一
个黑色钱包，等了好一会儿发现无人
寻找后，
他便捡起钱包报警求助。
接报后，南庄派出所民警余振明
到场后，发现钱包内共有现金 600 多
元，
还有身份证件、
住户卡和数张银行
卡。根据身份证和住户卡等身份证件
信息，民警很快就通过公安系统确定
了失主身份，
同时拨打电话联系失主。
接到民警电话的陈先生喜出望
外，急匆匆地赶到南庄派出所领回钱
包。原来，当晚陈先生应酬后坐车回
家，付车钱后不小心把钱包丢在了路
边。直至他回到自家小区需要使用门
卡时，这才发现钱包丢失。无家可归
的陈先生急坏了。
听闻这是由热心市民拾金不昧捡
回来的，陈先生连连竖起大拇指并对
民警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感谢。

外商公交上丢了包
3 小时后失而复得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讯
员/吴颂明）近日，从西班牙远道而来
的一对客商夫妇，从禅城区华夏中央
广场陶瓷商贸展厅乘坐 134 路公交返
回酒店时，
不慎将装有手机、
重要文件
和护照证件等物品的手提袋遗落在车
上，经过 134 路公交司机陈仲迅师傅
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寻找，丢失的手提
袋最终失而复得。
3 月 8 日下午，
一对从西班牙远道
而来的客商夫妇在华夏中央广场陶瓷
商贸展厅洽谈完生意后，准备返回下
榻的酒店。14点45分，
他们在华夏陶
瓷城西门站乘坐 134 路公交车，因为
携带的行李物品较多，外国女士坐在
靠近前门处座位，并把随身携带的手
提袋放在了旁边的工具箱上。15 点
35 分，当他们下车时，忘记取回放在
工具箱上的手提袋。
随后外商夫妇发现手提袋丢了，
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决定原地等待中
国朋友来帮忙寻找，并尝试查询拨打
了 134 路公交车所属的佛山粤运公交
营运五公司电话。当班 GPS 监控员
接到电话后，详细询问并记录遗失时
间与地点，通过监控轨迹缩小搜寻范
围，并立即通过车载平台及线路微信
群发布
“寻物信息”
。
15 点 50 分，营运五公司办公室
电话再次响起，是 134 路粤 E17230
车的陈仲迅师傅打来的电话。原来，
陈师傅驾驶车辆到达火车站公交首末
站时，发现车上有一个乘客落下的手
提包，
打开一看，
内有手机和护照证件
等物品。陈师傅立刻联系上营运公司
办公室，并在晚上结束营运回场时将
手提包交到了营运公司办公室。
18 点 30 分，外商夫妇来到营运
五公司办公室，当接过背包清点物品
后发现里面的现金、
证件一件不少，
外
商夫妇竖起大拇指，为陈师傅拾金不
昧的精神点赞。

了解如何
立遗嘱

多个社区联合
举办招聘会
关注“禅城司
法”微信公众
号, 了 解 更 多
普法资讯

◎点评
首先，我们先说说小王是
不是老太太的法定继承人。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继 承
法》第 十 条 的 规 定 ，配 偶 、子
女 、父 母 才 是 第 一 顺 序 继 承
人，不包括孙子，也就是说当
小王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小
王是不能参与老太太的遗产
继承的。所以，小王要想取得
老太太的房屋，必须凭借合法
有效的遗嘱。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小王所

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普教科副科长 李兴涛

持的遗嘱是否有效？从形式上来
说，
这是一份代书遗嘱，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
的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
代书，
注明年、
月、
日，
并由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第十
八条规定，
继承人、
受遗赠人，
与
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
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可见，小王的父亲是不能
做遗嘱见证人的，这份代书遗

嘱就只剩下陈老伯一个见证人
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
件，
所以是无效的。
那小王对老太太立遗嘱的
行为还录了像，这份录像遗嘱
有没有效呢？由于我国法律目
前没有明确录像遗嘱的有效形
式，实践中对录像遗嘱的效力
是按照录音遗嘱的规定认定
的，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及第
十八条的规定，以录音形式立
的遗嘱，同样应当有两个以上

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相关利
害关系人不能作为见证人。所
以，这份录像同样因为缺少见
证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
要件，
也是无效的。
可见，立一份合法有效的
遗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立
遗嘱之前最好还是听听专业人
士的意见。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杨汉坤
通讯员 禅司宣
图/李想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谭碧韵
通讯员/谭翠婵 李志标）3 月 11 日上
午，
祖庙街道塔坡、
北江、
新城、
莺岗、
兰
桂、
铁军等十多个社区在兆祥公园联合
举办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暨
“春风行动”
招聘会，
吸引了上千位市民到场。
本次招聘会共有 30 多家企业参
与，
提供了包括金融、
教育、
技术、
贸易
等多个行业将近 200 个岗位。招聘会
场上还设置政策咨询区，
为企业、
求职
者提供就业创业、
公共卫生服务、
劳动
维权等政策咨询。
家住附近的麦小姐一大早就和妈
妈来到现场。
“过来想找一份离家近、
更稳定的工作，方便自己也方便照顾
家人。”麦小姐表示，自己平时一直都
有留意社区举办的活动，像今天的招
聘会，
很多都是辖区附近的企业，
上下
班方便，
是个不错的选择。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社区将
链接一系列资源，打造服务平台积极
促进社区失业人员再就业，
倡导
“和谐
共享你我共参与”
的社会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