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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法院与心理咨询机构合作，
委托心理专家辅导未成年被害人

心理干预驱散被害人心头阴霾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通讯
员/卢柱平）近日，
南海法院未成年
人审判庭（以下简称“少审庭”
）与
佛山樱桃心智文化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樱桃公司”
）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今后两年共同开展
未成年被害人心理辅导。

受性侵未成年人
会产生心理创伤
2017 年 12 月 22 日，省法院
下发《关于在刑事审判中加强未
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
意见》，
规定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刑事案件，应当集中由少年
法庭（即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

案件的审判庭）审理。而在此之
前 ，南 海 法 院 就 发 布 了《关 于
2017 年业务部门受理案件类型
调整方案的通知》，按照通知，少
审庭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
受理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
件，根据专业化审判的要求，少审
庭还配备了专门审理此类案件的
法官。
据 统 计 ，少 审 庭 2017 年 全
年共审结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
各 类 刑 事 案 件 98 件 ，主 要 包 括
性 侵 害 、人 身 伤 害 、侵 财 等 类
型。其中，猥亵儿童、强制猥亵、
强奸等性侵害案件又占到了
28.57%。相关数据还显示，近年
来南海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

逐年上升趋势，2015 年为 9 件，
2016 年为 11 件，而 2017 年上升
至 27 件。
据专家介绍，遭受性侵害的
未成年被害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
心理创伤，主要表现为无法克服
的恐惧、焦虑、抑郁、羞耻或者不
信任等。长此以往，会造成不愿
意与人交往、接触，性格也可能会
因此变得孤僻和封闭，严重的还
会出现精神萎靡、举止失常、注意
力不集中，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等，
甚至还会对以后的婚恋产生不良
影响。
“我们办过的一件案件，被害
人是一名 9 岁的女童，被强奸后
情绪不稳定，无缘无故发脾气，

摔东西，不言不语，天天以泪洗
面，经常撕手皮、反复洗手、抗拒
男性等。”少审庭庭长陈小桃说，
专业的关爱保护、心理辅导就显
得尤为需要。她说，这也正是少
审庭探索与心理咨询机构共同
开展未成年被害人心理辅导的
初衷。

专家介入
未成年被害人心理辅导
按照合作协议，少审庭在审
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有需要接受
心理辅导的未成年被害人，在征
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的前提下，
委托樱桃公司里具备心理咨询

师资质的专家对其进行心理辅
导。少审庭负责项目实施的监
督和验收工作，而樱桃公司所有
参与该项目的人员均负有严格
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个人及单
位透露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及受
害经历。
据悉，南海法院少审庭与樱
桃公司开展的合作项目，是佛山
两级法院与专业机构以合作形式
共同开展未成年被害人心理辅导
的首次尝试。针对性侵未成年人
案件增多的情况，少审庭计划在
近期邀请相关专家就如何预防性
侵开设网络公开课，以便让更多
的未成年人和家长掌握相关知
识，
远离伤害。

失主深夜求助 车长积极帮助
近日，公交车上又涌现
出一批好人好事，车长、站
务员等热心善举获得市民
的一致点赞。

七旬老太
“荡失路”好心车长助其回家
近日，佛广公汽高新分公司
南高 11 线发生了一件暖心事，
当班车长雷志明发现车上一名
年近七旬的老太太迷路后，多次
“劝阻”其下车防止二次走失，并
报警处理，最终帮助其找到回家
的路。
4 月 11 日下午，雷志明驾驶
南高 11 线公交车从坚美总站出
发，一位年约七旬的老太太询问
车辆的营运方向后便上了车，并
在驾驶位的右后方位置坐下。
行车途中，雷师傅发现老太太坐
立不安，
便询问她要去哪个地方，
但老太报出来的地址并不在营

运线路上。得知老太搭错车后，
雷师傅靠站停车，并致电车队长
汇报情况，根据车队长指示将迷
路老太安置在座位上，带至大沥
车站公交总站。
到达大沥总站后，雷志明把
老太太 暂 时 安 置 在 站 务 室 ，由
于找不到其家人的联系方式，
雷师傅只好拨打 110 向民警求
助。在等待民警到来时，老太
太还一边夸雷师傅好人，想要
塞钱给他，但都被雷师傅婉拒
了。不久，民警到达现场将老
太太带回派出所，最终帮助其
找回家人。

站务员小小善举 为旅客挽回损失
近日，旅客朱女士急匆匆地
来到南海汽车客运站咨询处领
回了遗失的背包，并给车站站务
员吕瑞如写下一封感谢信，为她
助人为乐的行为点赞。
据吕瑞如回忆，就在半个月
前的 3 月 29 日，
她在咨询岗值班
期间发现候车座位上有一个黑
色的背包，
许久都不见旅客拿走，
于是用站内广播进行失物招领
信息播放。然而，几经寻找依然
没人来认领，于是将背包交给服
务管理员暂代保管。
4 月 12 日下午，一名女士急
匆匆赶到南海汽车客运站咨询
台，说自己之前在这里遗失了

一个背包，希望工作人员能帮
忙寻找。吕瑞如一听，赶紧带
着朱女士来到营运服务部，经
朱女士讲述当天事情经过和提
供的车票信息，最终确认背包
是她的。
“ 找 了 半 个 月 ，终 于 找 到
了！太谢谢您了！
”
朱女士激动地
握住吕瑞如的手说，背包里有钱
包、重要证件，丢失了就麻烦了。
当日朱女士还特意写下一封感
谢信给吕瑞如。面对朱女士的
致谢，
吕瑞如表示，
她只是做了本
职工作，她将一如既往地立足岗
位，
为广大乘客提供更加优质、
更
加满意的乘车服务。

市民变共享为私有
此类行为属盗窃
公安机关将对擅自涂改或拆卸车
辆二维码的行为进行依法处理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
陈志健 通讯员/李桃文）目前，
共
享单车逐渐成为受市民欢迎的
出行工具，
它们在给人们带来交
通便利的同时却受到了人为的
破坏，
有小部分市民擅自涂改或
拆卸共享单车的二维码，
将共享
车辆据为私人物品。里水镇和
顺派出所和顺社区民警中队迅
速行动整治乱象，
在辖区内查获
了此类人员两名，
并缴获涉案的
自行车两辆。
近日，
和顺社区中队接群众
提供线索称，辖区内有多人骑
行涂改了二维码的共享单车，
并据为己有。民警获悉后，当
即下达命令，务必严查此类情
况，
整治擅自涂改或拆卸二维码
的不良行为，
维护广大市民的共
享资源。
3 月 29 日上午，和顺社区

民警中队组织专业队员于鹤峰
村附近开展巡查，发现一男子
骑着一辆 ofo 共享单车，
该车密
码锁已被撬坏，挂在车上的二
维码已被涂改。民警于是立即
上前将该男子控制，并带回单
位审查。经审查，该男子叫刘
某飞，
其对盗窃共享单车的行为
供认不讳。
其后，
专业队员通过对辖区
周边街面进行巡查，发现多辆
ofo 共享单车的二维码被损坏，
至 3 月 29 日 22 时，专业队员先
后共查获刘某飞等两名涉嫌将
共享单车私有的人员。目前，
这
两名涉嫌私自占有共享单车的
嫌疑人均被处以行政拘留。
民警提醒，
擅自涂改或拆卸
共享单车的二维码，
将车辆据为
己用的，属于盗窃行为，公安机
关必定会对其进行依法处理。

■旅客朱女士从站务员手中接过遗失的背包。

他求助道：
“我刚刚乘坐桂31线，
下车时匆忙而把购房合同和贷
款资料遗留在车上了，
你可以帮
我寻找一下吗？我已经交了一
万元的订金，
那些资料对我相当
重要！”
卢绍祥听后，
便留下了彭
小姐的联系方式，
答应到了停车
场后协助她寻找。
当车辆到达停车场后，
卢绍
祥仔细搜查停车场内的桂 31 线
公交车，
但没有发现彭小姐所说
的失物。卢绍祥继续致电桂 31
线其他车长，
逐一询问是否有拾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通讯员/
张冠文）近日，一名男子为了早日将
全家户口迁入工作所在地南海，提
供了女儿的假出生证明，结果被户
籍民警发现，最终该男子被处行政
拘留。
近年来，随着佛山入户政策的放
开，大量在佛山工作的非户籍人员都
选择在佛山落户，让子女在佛山读
书。陈某就是其中一个，他从清远来
到佛山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并通过自
己的打拼在九江镇购买了住房，打算
将自己和女儿、儿子的户口全部迁过
来，
让儿女就近读书。
去年年底，他到公安户籍窗口咨
询，被告知入户申请资料缺少了女儿
的出生证明，
这可难倒了陈某。原来，
女儿是陈某和前妻所生，
离婚的时候，
前妻把女儿的出生证明拿走了，陈某
想到医院重新办理一张出生证，却得
知要他和前妻一起拿着女儿的出生资
料前去办理。
在陈某一筹莫展之际，他发现路
边办证的小广告，经联系，陈某给对
方转账了 200 元办理了一张假的出
生证。
今年 3 月，在收到对方邮寄过来
的女儿“出生证明”后，陈某便带着事
先准备好的入户申请资料以及这张
假证来到九江行政服务中心公安户
籍窗口，向户籍窗口民警递交了入户
申请。
经验丰富的户籍民警崔丽明察
觉这张证明有可疑，为证实此“出生
证明”的真伪，他发函至签发的医院
进行求证，最终证实该证明是假的。
4 月 13 日上午，就在陈某再次来到户
籍窗口咨询办理时，民警当场将陈某
抓获。
经审，陈某对其伪造假“出生证
明”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
他也
因伪造证明材料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
拘留5天。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切勿抱有侥
幸心理，
贪图一时方便，
通过非法手段
购买使用假证明材料，
一经查实，
将受
到相应的法律处罚，严重的可能面临
刑事处罚。

（通讯员供图）

失主拦车求助 车长帮找失物
4 月 12 日，
市民彭小姐匆匆
赶到万科广场公交站，
当她从车
队长手中接过遗失的购房合同及
贷款资料后，
悬着的心终于安定
下来了，
“真的吓死我了，
幸亏车
长们的帮助，
我真的万分感激！
”
事情还得从 11 日晚上 23 时
30 分左右说起。当晚，
佛广公汽
桂城分公司桂 31 线车长卢绍祥
执行完尾班车的营运任务后，
驾
驶着车辆到停车场准备下班。
当车辆行驶至半路，
市民彭小姐
在马路上拦截他的车，
焦急地向

为让女儿入户读书
父亲办假证被行拘

获。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一番
努力寻找后，
终于得知原来彭小
姐的失物已被另一个车长拾获，
于是卢绍祥马上致电车队长如
实告知情况，
并通知彭小姐于次
日早上到万科广场公交站认领，
由车队长亲自归还。
“我已经交了一万元的订
金，如果合同和贷款资料遗失，
相当于遗失了一万元。所以当
我发现后，
整个人都慌了。
”
彭小
姐说，多亏各位车长急人所急、
助人为乐，
才让她免受损失。

“新市民服务篇”
——

房屋出租人不作为
将可能受到处罚
案例回顾
近日，
市内出租屋房东袁某
“摊上
事儿了”
，
警方在其租给他人的出租屋
内查处了一起赌博案件，而作为房东
的袁某只管收钱，明知他人利用其房
屋从事违法活动，
却不管不问，
最后袁
某被警方依法做出罚款并停租整顿的
行政处罚。

流管员说法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柯凌娜 郭炳铭 通讯员 何诗韵 陈琳 邵铭坚

交易过程玩调包
贵价铜线变泥土
九江派出所侦破一废品收购诈骗案，
抓获两名嫌疑人

珠江时报讯（记者/程虹 通讯
员/张冠文）明明看着收到的是废
品 黄 铜 ，打 开 却 变 成 了 一 袋 泥
土。日前，九江派出所接到事主
报警，并循线侦查，成功抓获 2 名
诈骗嫌疑人，起获作案用的一袋
黄铜线和一袋泥土，并为事主挽
回损失。获悉案件快速侦破后，
昨天上午，两名事主专程来到派
出所，向民警送上“为民分忧、护
法模范”
锦旗。
4 月 12 日上午 8 时许，李先
生与往常一样，驾驶电动三轮车

走街串巷收购废品。当行至下
西加油站附近路段时，一辆白色
小汽车突然停靠了过来，副驾驶
位一名中年男子摇下车窗，对李
先生说有废铜线出售，并要求李
先生到不远一处偏僻地方进行
交易。
为了多赚钱，李先生跟着对
方的车来到一偏僻地段。男子停
下车，
打开车后尾箱，
是一袋废铜
线 。 经 过 过 秤 后 ，两 人 商 量 以
1400 元价格成交。扎好袋子后，
李先生放好秤，就将袋子放到三
轮车上，
并付钱离开了。
中午回到废品收购站时，李
先生打开袋子，
直接傻眼了，
明明
收购回来的废铜线却变成了黄泥
土，
李先生选择了报警。
接到报警后，九江派出所根
据李先生反映的情况，迅速对案
件展开侦查，并很快锁定嫌疑人

车辆及活动轨迹。4 月 13 日 11
时许，办案民警根据前期侦查掌
握的信息，在顺德区乐从镇一公
寓将两名诈骗嫌疑人张礼某和张
其 某 抓 获 归 案 ，现 场 起 获 赃 款
1400 元、作案时驾驶的小汽车及
作案道具铜线、
黄泥土各一袋。
经审查，两名嫌疑人对其实
施诈骗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原
来，两名嫌疑人事先准备好一袋
黄土和一袋铜线，开车寻找到作
案目标，
将对方引到偏僻地方，
一
人下车和对方谈好价钱，将铜线
给事主确认过，之后再放回汽车
后尾箱，另一坐在后排座上的作
案嫌疑人趁事主不注意，将事先
准备好的一袋黄土与后尾箱废铜
线进行调包。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依法
行政拘留十五天，案件审理工作
仍在进行中。

根据相关规定，出租屋主有义务
对出租屋进行日常巡查管理。其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五十七条明确规定：
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
证件的人居住的，或者不按规定登记
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
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房屋
出租人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
犯罪活动，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 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
因此，
房东作为房屋实际管理人，
在发现承租人及同住人利用出租屋从
事“黄赌毒”
、制假售假、黑作坊、黑诊
所、黑网吧、传销、非法制造易燃有毒
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必须及时向
公安机关或有关部门报告。

相关链接

4 月 21 日至 4 月 22 日,南海区普法
办和南海区流管办将联合举办“共融
共治共建共享”
主题学法大赛，
参与答
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和价值 120 元
的公交卡。详情请关注
“南海普法”
和
“南海区新市民”
微信公众号。
（南海区流管办供稿）

南海普法

南海新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