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禅城 02

城事

2019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三
责编 易思华 美编 李世鹏

救人英雄李源青
获见义勇为表彰

邀您票选禅城最美
“和事佬”
禅城区“十佳人民调解员”暨“十佳调解
案例”
评选活动启动

佛山警方举行李源青同志见义勇为奖励抚恤仪式，全场两度为
李源青默哀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佛公宣)昨日，佛山警方举行
李源青同志见义勇为奖励抚恤仪
式。仪式上，全场两度为李源青默
哀一分钟。李源青的家属获得由
佛山市人民政府见义勇为评定委
员会发放的 20 万元抚恤金，
由禅城
区政府发放的抚恤慰问金 10 万元，
以及由禅城关爱好人基金会发放
的慰问金2万元。
同时，佛山市人民政府为李源
青颁发了见义勇为确认证明书，禅
城区文明办为李源青颁发了点赞
证书，
由李源青家属代领。
佛山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梁恩球对李源青的逝世表示了
哀悼，
并转达了佛山市副市长、
市公
安局长邓建伟的话：
“佛山人民感激
李源青的正能量。
”

被救者现身感激英雄义举

6 月 7 日傍晚，李源青正在东
平河边钓鱼，看到有人落水后立即
抄起鱼竿，伸向落水者。但由于坡
斜路滑，
他也滑入水中，
生命最终定
格在救人的瞬间。连日来，救人英
雄李源青的事牵动着全城人的心。
昨日，落水被救者刘先生也
来到现场，首次露面向媒体讲述
事件经过。
刘先生回忆，当时他发现自
己的小孩掉进河里后，也冲进河
里，并拉住了孩子。他想往岸上
游，但水流太急，他被水流吸着往
水闸方向漂去。
“ 我看到了岸上有
人伸来一根杆子，但没抓到。”随
后他被河水吸到水闸附近，慌乱
中抓住了水闸的槽钢，和小孩在
水中等待救援。那个时候，他已
经看不到李源青的踪影。
“我感到十分愧疚。同时非
常感谢他，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向 我 们 父 子 伸 出 援 手 。”刘 先 生
说，这件事情也给他带来了教训，
今后不会再带小孩去河岸边等危
险的地方玩耍。
昨日下午，为了感谢李源青的
义举，刘先生在澜石派出所民警的
见证下，向李源青家属送上一万五
千元。
李源青的二哥李海青表示，
“大家都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
也没责怪任何人。
”
但他也希望刘先
生作为家长，
要照看好孩子，
不要再
让类似的事情发生。

至今不敢告诉父母实情
1980 年，
李源青出生在肇庆市
怀集县湘田村，
家中还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现已 70 多岁的老父亲
曾脑中风，
母亲也曾做过手术，
身体
均不好。
今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点多，李
源青的二哥李海青接到了民警的
电话，
便匆匆赶往派出所，
见到一具
无法辨认的遗体。
“当时不敢相信。

■佛山市公安局为李源青的家属发放慰问金。
家里从小管得严，不让我们去河里
游泳，
他不懂水性。
”
李海青说。
虽然民警从遗体上找到属于
李源青的手机，但李海青仍希望警
方再三确认遗体的身份。当日民
警身穿便衣，到怀集采集李海青父
母的 DNA 样本。考虑到其父母身
体不好，
不敢直说真相，
李海青与哥
哥李长青只能假称是
“体检”
。
等待结果，对于李源青的家人
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奇迹
没有出现。经DNA鉴定，
警方确定
了救人者李源青的身份。但李海青
一直没将这一结果告诉父母。
“要是我当天没加班，叫他到
家里一起吃饭，可能事情就不会发
生。”昨日，李海青自责地说。李海
青和李源青同住在禅城区深村大
街附近，平时两兄弟会不定时地一
起吃饭。而农历五月初一（6 月 3
日），兄弟俩按照家乡的习惯，一起
吃饭过端午节。
李海青说，按照家乡的习俗，
人去世以后，家人吃饭时需要为他
摆上一碗饭，连续放 7 天。
“我是在
DNA 确认之后才愿意这样做。但
是面对那张空凳子，根本吃不下。”
李海青说到这，
潸然泪下。

专学校，学费一年要 4000 元。当
时父母在家务农，他的两名哥哥李
长青和李海青二话不说，陪他来佛
山，打工供他读书。大哥在陶瓷厂
当电工，工资最高一个月也不过
1200 元，
每月却拿出七八百元给他
当生活费。李源清很争气，毕业后
靠自学当上了家具设计师。
毕业后，李源青就留在佛山工
作，
一直未婚。但他不忘家人，
自己
住在月租 150 元的出租房，平时省
吃俭用，省下来的钱给父母寄生活
费，也给侄子侄女生活和读书的费
用。
“有一次我提出给他的房间装空
调，
他拒绝了，
说要省电费。
“李源青
的房东潘先生说。
“如果没有叔叔的资助，我可
能就只是初中毕业，根本不可能上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大学。”李源青的侄女（大哥李长青
的女儿）李颖珊今年已经大三，
提到
李源青，
她早已红了眼睛。
原来，李颖珊读高中和大学的
时候，
父母的身体不好，
家里的情况
很差。而已经工作的李源青却常
常瞒着她的父母，将生活费硬塞到
李颖珊的手里。
“不止给我，也给我
的弟弟妹妹，
还鼓励我要努力学习，
才能有出头的一天。
”
李颖珊说，
“我
会照顾好爷爷奶奶、
爸妈弟妹，
希望
叔叔在天堂可以安心。
”
李海 青 表 示 ，希 望 能 拿 回 李
源青的手机，在李源青的朋友圈
上发布他已经离世的消息，让李
源青的朋友都送他一程。警方表
示，会尽快办完相关手续，助李海
青达成心愿。

禅城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侵害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开展专项行动
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他从小有副热心肠
在李海青眼里，弟弟李源青从
小就很懂事。
“农忙时节，一放学就
往田里跑，
帮父母插秧，
刚忙完自己
家的事，又跑去邻居家帮忙。”李海
青说，
“我这个弟弟，
平时对家人、
对
邻居都非常热心。
”
对这个从小懂事的孩子，家人
也给予了他很多关爱。1998 年，
李
源青考上了佛山南海大沥一所中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
有来自区司法局、各调委会、村居
讯员/梁成）您心目中的最美
“和事
的专职调解员及兼职调解员共 30
佬”是怎样的？昨日，最美“和事
人，而“十佳人民调解案例”候选
佬”——禅城“十佳人民调解员” 案例则有 24 篇。
暨“人民调解十佳案例”评选活动
据介绍，本次评选活动由网
启动，市民可通过“禅城司法”
“今
友投票与主办方评委投票两部分
日禅城”官方微信进行投票，主办
组 成 ，网 友 投 票 评 分 占 总 分 的
方将结合网友投票和评委投票评
50%，主办方评委投票评分占总
定最美
“和事佬”
及案例。
分的 50%，在“禅城司法”
“今日禅
昨日上午，禅城区司法局举
城”公众号进行公开投票，投票时
行最美“和事佬”——禅城“十佳
间从 6 月 11 日零时起至 6 月 17 日
人民调解员”暨“人民调解十佳案
24 时止。对被评选出的“十佳人
例”评选活动启动仪式，标志着该
民调解员”
“ 十佳人民调解案例”
活动正式启动，并从即日起进入
授予荣誉证书，并积极借助传统
网络投票阶段。禅城区司法局、 媒体和新媒体力量，大力宣传人
各镇街司法所相关负责人，以及
民调解工作的成效和作用，不断
相关调委会调解员代表参加了启
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知晓率
动仪式。仪式上，参会的人民调
和影响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
解员还进行了宣誓。
和重视人民调解工作，让人民调
据了解，早在 2009 年，禅城
解员增强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
就已成立了全市首家区级人民调
禅城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解组织——禅城区人民调解委员
示，希望通过本次评选活动，使
会。10 年来，禅城不断探索出属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了解、支持
于自己的经验和成功案例。2018
和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不断提高
年 12 月，禅城挂牌成立了区专业
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水平。今
人民调解中心，这也是佛山市首
后，区司法局将继续加强调解阵
家专业人民调解中心，
“ 一门式” 地和调解网络体系建设，加大人
受理禅城区范围内发生的各类矛
民 调 解 员 培 训 力 度 ，让 更 多 的
盾纠纷，成为禅城区人民调解工 “十佳”脱颖而出，培育一大批扎
作创新发展的里程碑。多年来， 根基层、善于解纷、依法调解的
禅城区各人民调解组织和专职、 “调解能手”，为群众提供优质高
兼职人民调解员大力开展矛盾纠
效的调解服务。
纷排查化解工作，有效化解了大
下一阶段，区司法局将坚持
量的矛盾纠纷，预防了一大批群
发展枫桥经验，在构建矛盾多元
体案件的发生，为建设平安禅城、 化解机制整体框架中主动作为，
在
法治禅城作出了积极贡献。
规范化上下功夫，
做好队伍人员力
禅城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量整合，
同时结合人民调解标准化
示，为了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社
试点，进一步规范制度程序，注重
会影响，树立人民调解员良好形
品牌，充分挖掘和宣传品牌任务，
象，激发广大人民调解员工作积
加强基层调解组织建设，
强化人民
极性，该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
调解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
展首届最美“ 和事佬 ”——禅城
防线的作用。
“十佳人民调解员”和“十佳人民
调解案例”评选活动。
“ 十佳人民
调解员”评选活动分候选人推报、
扫码
候选人推定、活动启动仪式、网络
投票、确定人选等 5 个阶段进行，
一下
最终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最终人
选；
“ 十佳人民调解案例”的评选
关注禅城司法，
分组织推荐、审核初审、网络投
票选您心目中最
票、专家评审三个阶段进行。目
美
“和事佬”
前入选“十佳人民调解员”候选人

■被救市民刘先生在民警的见证下，
向李源青家属送上慰问金。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禅城警方发布夏季游泳安全警示

切勿野外游泳 谨防溺水事故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昨
重，
水草、淤泥、暗流、漩涡、异物都
日，禅城警方发布夏季游泳安全警
有可能致命。在禅城区东平河鄱
示，
呼吁市民切勿到野外戏水或游
阳南窦水闸附近，就有一个写有
泳，
同时到正规游泳场游泳，
也应做
“白蛇漩险段”
的告示牌。
好安全措施，
避免发生溺水等突发
禅城警方表示，为了减少野
情况。
泳溺水事件发生，公安部门会不
随着盛夏季节的到来，
加上暑
定期深入学校、厂企、村居等开展
假将至，
不少市民群众喜欢游泳避暑
安全宣传活动，组织警辅人员对
降温。其中，
在野外戏水或游泳是不
水道、河涌和池塘等重点区域和
少人的选择。但每年都有因此溺水
重点时段加强巡防和劝离，通过
的事故发生。除了下水游泳外，
在水
日常巡查摸排新兴的野泳黑点和
边玩耍、
下水摸鱼、
捡落入水中的物
盲点，及时安装更多的警示标志
品等都是发生溺水的原因。
标识，提醒群众不要野泳，也不要
据佛山警方统计，暑假时是
在河段水域嬉戏玩水。
溺水事故的高发期。2017 年暑假
目前，禅城公安已在辖区多
期间（5 月~8 月），佛山警方共接
处水域的醒目位置竖起超过 500
到 溺 水 警 情 30 宗 ，其 中 死 亡 17 ■禅城民警在辖区水域设置警示牌。
块“禁止游泳，小心溺水”的警示
（资料图）
人。而这些溺水事故多发生在没
牌。昨日，记者在禅城区东平河
桥、东平大桥、明窦水闸、佛陈大
游泳和救生经验。他曾到南庄一
有安全防护设施的江河、水库、池
鄱阳南窦水闸附近就看到了“禁
处野泳多发点为学生开展现场教
塘等野泳点。2014 年、2013 年、 桥、奇槎水闸、文华大桥、文沙路
止游泳、钓鱼”
的警示牌。
水上新村、绿岛湖湿地公园等河
育课。他在该处尝试游了一段后
2012 年禅城区分别发生浸溺警情
值得提醒的是，即使市民去
表示，
“ 在游泳池游 1000 米的体
21、14、18 起，溺亡人数分别为 7、 段水域，是市民野泳较集中的地
正规游泳场游泳，也应做好下水
点。
力，
在这样的河道只能游 200 米。
” 前做热身运动、切勿在水中嬉戏
3、8 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游泳教
他还指出，由于河底不平、河面船
而在禅城区，张槎沙口水闸、
等注意事项，避免发生溺水等突
练张海冰有着 10 多年的专业竞技
只往来频繁等原因，水下危机重
南庄沿河堤坝、季华大桥、澜石大
发情况。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雪莹 通
讯员/萧柳碧）近日，禅城市场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了一宗侵害消费
者个人信息权案件，调查发现当
事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目
前该案已移送佛山市公安局禅城
分局处理。
近年来，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
增长，
各种侵害消费个人信息的违
法行为与日俱增，
严重威胁消费者
的人身财产安全，
影响经济社会的
健康发展。为此，
禅城市场监管部
门开展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侵害消
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营造安
全放心消费环境。
近日，
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接群众举报，
称某公司在未经对方
同意的情况下，
大规模拨打新成立
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未经公开的私人电话，
推销
知识产权、
商标注册代理服务等业
务，
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禅城区市场监管局当即派出
执法人员进行核查。经调查后执
法人员发现，
涉案的信息以企业的
注册信息为主，与通常理解下的
“个人信息”
不太相符。
经过研判分析，
以及对法律法
规的细致查阅，
执法人员最终认定
本案涉及的信息表面虽以企业信
息为主，
但可通过其每条信息识别
到特定的自然人身份及个人信息，
属于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对
“公民个人信息”
的定义。
经查明，
当事人为了开展公司
业务，在网上购买个人信息资料，

包含新成立的企业和个体户的名
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名字、私人电话等内容，并在未经
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大规模拨打电
话推销自己公司经营的业务。
经核实，
当事人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共 6122 条，依据我国法
律，
当事人涉嫌触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同时，
对于出售个人信息的违法嫌
疑人，
禅城区市场监管局也进行了
线索的移送，
协助公安部门开展侦
查，顺藤摸瓜，将买卖个人信息的
违法人员一网打尽。
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今年 4 月份开始，禅城区市场监
管局着力开展“守护消费”暨打
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
为专项执法行动。本次行动主
要针对房产租售、小贷金融、教
育培训、保险经纪、美容健身、装
饰装修、旅游住宿、快递、电话营
销、网站或 APP 运营等侵害消费
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多发、高发
的行业和领域。
截至目前，
本次专项行动共出
动执法人员 54 人次，执法车辆 22
车次，
检查相关主体 48 个次，
严查
三种违法行为：
一是未经消费者同
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违法行为；二是泄露、出售或非法
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违法行为；
三是未经消费者
同意或请求，
或消费者明确表示拒
绝的，
但仍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的
违法行为。
禅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呼吁，
经营者应提高守法经营意
识，
树立尊重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
得到保护权利的理念。同时希望
通过行动教育引导广大消费者主
动保护个人信息，
审慎同意经营者
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
全面营造保
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