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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热线：：1234512345

记者 李亚强 通讯员 陈海鹏 整理

市民服务热线：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市民服务热线：：1234512345

陈先生：霞山区人民大道南59
号吉民药业至南海舰队第二幼儿
园路段人行道上铺设的地砖多处
出现破损，严重不便市民出行，现
其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修整该处人
行道破损的瓷砖。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经

查，市民反映的情况属实，我局已
安排工作人员对该处路面进行修
复，对市民造成的不便，敬请谅
解。下一步，我局将加强该路段巡
查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维护
良好的城市环境。感谢市民对城
市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谢谢。

该处路灯已正常亮灯

林女士：坡头区坡头镇麻登路
口到高岭村村口中间一段路的全
部路灯均在每天 23:00 左右不亮，
但在每天 08:30 左右均全部亮着，
现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前往修复。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我
局城市照明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晚
上巡灯时已发现该问题，随即对坡

头区坡头镇麻登路口到高岭村村
口中间的路灯进行了修复，现已正
常亮灯。下一步，我局将加强对市
区内路灯的巡查维护管理，保障市
民夜间出行。为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感谢市民对城市管理工
作的支持和理解，谢谢。

加强该路段巡查管理

全先生：麻章区麻章镇麻遂路
每晚凌晨2点至3点都会有改装摩
托车在周边驾驶，而且不止一辆，
噪音超大，严重影响附近居民休
息，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望交警
部门及时跟进处理。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群众投
诉的问题，大队领导高度重视，大
队领导立即安排机动中队调查处
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6月27
日凌晨，交警麻章大队机动中队根
据群众举报的路段进行突击检查，
实现对改装车辆飙车的精确打击，

对存在非法改装等证据充分的违
法车辆，立即依法予以查扣，进行
全面彻底清查，于当天突击检查中
查扣4辆涉嫌改装摩托车。机动中
队在平时执勤时一直非常重视非
法改装摩托车、电动车的查处，以
后会继续加大路面巡查力度，随时
掌握路面出现飙车竞速动向，及时
发现及时打击，做到露头就打，对
非法改装非法飙车竞速违法行为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净化辖区交通
环境，为麻章市民提供一个平安和
谐的交通环境。

改装摩托车飙车噪音扰民

不应该
因噎废食

关月（霞山）

近来，网络捐款涉嫌造假、信息
失真等新闻报道屡见不鲜。这些事
件，不管其最终真相和结局如何，反
正网络捐款的公信力肯定已经受到
了影响。就如笔者一位朋友说的，

“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干脆不捐算
了”。这种心态如果成了公众的普遍
态度，那么网络捐款恐怕就难以继续
发展下去。

说起网络捐款，笔者也曾有过疑
似被骗的经历，而且就在几个月前。
那天，一个微信群内有人转发了一条
网络募捐链接。而链接内容，刚好是
前一天市内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
这个人说她是受害者的表妹，所以来
请求大家帮助。群内多是宝爸宝妈，
对事故中一家四口的遭遇也十分同
情，大家于是纷纷伸出援手相助。笔
者看了链接内的事故内容与道听途
说的相差无几，加上这个所谓的“受
害者表妹”说得十分逼真，对大家的
关心和提问也是有问必答，便信以为
真。我不仅捐了款，还转发了链接。
但过不多久，朋友圈内就有网友提醒
我，这个众筹平台从未听过，这些捐
款恐怕会打水漂。一开始，我还是希
望没有人会那这样的人间惨剧来骗
钱。但随着微信群内网友们质疑增
多，那个“受害者表妹”默默退群，我
和那些捐了钱的网友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可能真的被骗了。

尽管经历了这么一次疑似被骗
的网络捐款事件，但笔者还是觉得，
宁愿冒着被骗的风险，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还是应该伸出援手的。万一
这次求助是真的呢？随着网络募捐
涉嫌诈骗、信息失真等事件越来越多
地被曝光，大家对网络募捐确实会产
生一定的顾虑情绪。但我们不应该
因噎废食。相比起传统的募捐方式，
网络募捐门槛低、传播快、影响大、互
动强、效率高，善款能够以最快的速
度到达募捐者手中，确实是不可多得
的慈善力量。尽管没有看到相关数
据，但应该说，在网络募捐的帮助下，
应该是有很多家庭感受到了爱心的
温暖和慈善的力量，是有很多人在一
笔笔爱心捐款的汇聚下渡过了难关。

我们不应该担心被骗就选择冷
漠，反而是要齐心合力加强对网络募
捐的监督。首先，是针对网络捐款的
相关立法应该更加规范和完备，让网
络募捐更加规范有序。其次，是对网
络募捐平台的经营资格要严格监督，
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平台要坚决
取缔。最后，应该明确要求，不管是
网络募捐主体还是受助对象，均应公
开善款的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大
众的监督。既然要得到帮助，那起码
应该让捐助者知道捐款到底有没有
用到慈善上去，有没有真正让受助对
象获益。有关部门应该主动担起责
任。只有守住诚信的底线，未来的网
络募捐甚至其它募捐方式，才会得到
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

网络捐款怎么管?

钟娜（霞山）

在笔者曾经捐资过的“众筹”里，有
两起引起了我对众筹方式的思考。

第一起“众筹”的发起人是一位小
学校友，校友的老公因为脑出血处在危
急关头，急需大额医疗费用。两夫妻这
些年过得很艰难，一直希望通过做生意
改变经济状况，但屡试屡败，几乎连孩
子上学的费用都无法保障。这些信息
是几个亲自到医院探望的同学了解并
告知我们的。很快，一众校友都毫不犹
豫伸出援手，并自愿成为认证人进行转
发，很快便筹集了几万元。但不幸的
是，在发起众筹的几天后，校友的丈夫
因不治离世，众筹终止。我们从来没有
想过去拷问这几万元的去向，更多的是
希望这些善款能为同学解决燃眉之急，
给孩子一个稍微好一点点的生活。那
位女同学在群里向大家致谢，在她质朴
的言语里我看到了一颗懂得感恩的心。

第二起“众筹”则是一位初中同班
同学，他发起众筹是为患上急性白血病
的妻子筹集治疗费用。记得大家得知
这一消息时，当年的班长刚好回家乡办
事，立马前往探望。看到班长发来的照
片，同学们纷纷安慰老同，并在他发来
的轻松筹平台链接上慷慨解囊。后来
大家都忙于工作很少聊天，至于这位同
学的妻子病情后续如何，没有人在群里
问，他也没有主动告诉大家。直到某一
天，我从与一位同学私聊中得知，那位
老同的妻子因得到及时治疗，病情稳定
后便出院回家休养。其实那位老同家
境宽裕，完全有能力支付除开医保报销
后的费用，他只不过想留下自己的钱慢
慢花而已。他的朋友圈里几乎都是在
晒“吃喝玩乐”，从中可见他常出入一些
高档娱乐场所。对此，我大为吃惊的同
时感到十分愤怒，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
愤怒。

目前，社会上各大众筹平台仅对申

请人提交的大病资料进行简单审核，申
请人便可以得到众筹资格，可谓是门槛
低、传播广、效率高，于是慢慢地便有人
起了“歹心”，借亲人之病利用众筹来满
足个人私欲，甚至是采取造假病例假材
料来骗取公众捐资，这的确是一种很无
耻的行为。同时，由于没有相关制度对
平台进行规范，它对众筹得到的资金极
少会公布使用的去向，对申请人的后续
状况也没有告知捐款者等等。可见，缺
乏监管是导致众筹成为“诈捐”的温床
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认为“自律+监管”是整顿
此行业乱象的良方。应该做到“自律”
的，既是众筹申请方也是众筹平台，作
为申请人应该要恪守诚信原则，不仅要
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更要肩负起自
己本应承担的责任，对众筹额度坚持适
度原则。去年 10 月，爱心筹、轻松筹、
水滴筹3家平台联合签署发布《个人大
病求助互联网服务平台自律倡议书及
自律公约》，明确健全事前审查、提款公
示、在线举报等功能，建立求助人失信

“黑名单”，强化信用约束，提升公开透
明等。“黑名单”加大了求助人提供失真
信息的违约成本，相信会有很大的警醒
效果。如果众筹双方都能坚守这一点，
将会利于让公益善举进行在慈善伦理、
道德规范之内，让公益之心得到珍惜，
让来自八方的义举不被辜负。

关于“监管”，就需要众筹平台下决
心健全完善各项机制，加大审核查证环
节的投入，不仅要审核申请资料的真实
性，还要对申请人的身份背景、财产状
况等，在合法依规范围内进行审查，厘
清发起人自身责任的边界，通过层层把
关确保发起人的求助是真实的，是必需
的，是值得信任的，方可发布众筹链
接。同时，还应该确保专款专用，及时
将受助者的情况及善款使用情况公示，
让爱心得到明明白白的答复。

配文漫画为郑玮欣 作

自律+监管

郑先生：吴川市吴阳镇往 325
国道吴阳路口（即红绿灯处）的路
面十分破烂，且坑坑洼洼，对市民
的出行造成不便。现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修复该路段的路面。

吴川市12345热线：国道325
线吴阳红绿灯处候灯区路面确有
坑槽等，其主要原因:1、候红绿灯
车辆刹车及起动对沥青路面造成
摩擦损坏。2、候灯车辆洒落机油

腐蚀沥青。3、近日连日大雨造成
路面水毁严重。为此，我分局先后
六次投入大量资金对该路段进行
维修，但效果不理想，故近期我分
局计划上报上级部门，把该路段改
为水泥砼路面，以彻底改变该路段
路况。希望广大市民对我们工作
的不足之处多多提出批评或建议，
以进一步提高公路部门服务社会
水平。

尽快修复该处路面

与法 同行

客户个人信息遭泄露 原是“内鬼”作案
本报记者欧丹丹 通讯员 高华聪

网上购物早已成为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然而当我们在享受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带
来的方便快捷时，殊不知自己的购物信息却被不
法分子盯上并出售牟利，严重影响自身信息财产
安全。被告人王某利用其工作便利，私自下载公
司客户信息资料并出售，最终因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2016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被告人王某在

湛江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任职客服。当获悉客户信
息可以出售赚钱时，他便准备干起出售客户信息
的“无本买卖”。王某利用其工作便利，在公司后
台九次私自下载公司客户信息资料20226条，这些
资料包括客户的淘宝帐号、姓名、地址、手机、
物流单号等信息，并将其中的 10100条先后通过
QQ和微信卖给三名买家，非法获利 1100元，导
致其任职公司的客户个人信息泄露。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0226条，其中向他
人出售10100条，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王某归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对其适用缓刑不致于危害社会。判决被告人王某
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法官说法

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已经
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尤其需要警
惕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中滋生
的电信网络诈骗，其对社会秩序稳
定和群众个人财产安全造成多重危
害。对此，非法获取、非法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应当
依法处罚，人民法院践行审判职
能，为公民个人信息撑开法律保护
伞。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类案
件的被告人多为年轻人，有一定程
度的电脑和互联网知识背景，但法
律意识淡薄，没有正确认识到自己
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等到案发再
来后悔已是于事无补。

法律速递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一第一
款：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向他人出售
或者提供公民个人
信 息 ， 情 节 严 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 处 或 者 单 处 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