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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General News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1 月 6 日，

信息时报报道了天河区一女子落水，文

战富、 梁执胜两位环卫工下水救人的事

迹

（ 详见

1

月

6

日

A3

版）

。 1 月 8 日，广

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分别向文战富、梁

执胜颁发了 10000 元奖金。 记者近日获

悉， 这两名环卫工将 2 万元奖金全部捐

赠给了环卫所里 7 名家庭困难的同事。

1 月 4 日 17 时 30 分， 一名女子在

天河区猎德涌边游玩时失足落水。 正与

工友们准备到猎德涌边环卫所开会的文

战富、梁执胜听到路人呼喊声后，看到一

名红衣女子正漂在水面上。 二人跑到河

涌对岸，不畏寒冷跳水救人，最后成功将

人救起。据悉，去年梁执胜与另一名工友

也在猎德涌救起一名轻生男子。

1 月 8 日， 广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分

别向文战富、 梁执胜发放了 10000 元的

奖励慰问金。难能可贵的是，二人主动向

天河区市容第三环卫三所提出申请，希

望捐出全部奖金帮助有需要的人。 1 月

10 日，在该环卫所工作的 7 名困难环卫

工收到了资助。

“我是在奥体从事路面保洁的。他们

（ 文战富、梁执胜）

在猎德涌做河涌保洁。

虽说是同事却彼此不认识， 他们能主动

帮助我们这样的陌生人， 实在太感谢

了！ ”受助者陈姐感激地说。

据了解，2010 年陈姐的丈夫被查出

患有鼻咽癌， 去年 8 月因癌细胞转移不

幸去世，留下 3 个孩子。“其中一个在上

大学，一个在读六年级，做环卫的工资只

能勉强维持生计，丈夫治病时还欠下 20

多万元外债。 ”

环卫三所的所长王凤丽介绍， 所里

每年都会组织慰问困难环卫工， 通过上

门走访了解实际困难。 这次见义勇为的

奖金， 他们也都给到了最需要帮助的

人。

记者了解到， 天河区环卫工人一直

都有做好事的传统， 仅 2018 年全区就

涌现出 50 多宗环卫工见义勇为的事迹。

王凤丽介绍， 环卫所也会对爱心助人、

诚实守信者给予奖励， 如拾金不昧、 帮

助走失的人等， 视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

资金奖励。 环卫工不仅是美丽城市的守

护者， 更成为社会正能量的践行者和传

递者。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

昨日上

午， 天河区天一庄小区本应迎来新物管

公司进场。但在小区门口，由于旧物管阻

挠，新物管无法进场，双方僵持不下，场

面尴尬。为解决交接问题，业委会与原物

管均表示，愿意友好对话，和平解决。

上午 9 时许，记者在小区看到，两排

由天一庄现物管处恒隆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 下称恒隆物业）

派出的安保人员驻守

在小区大门内侧， 对进出居民进行身份

查验，此场景平日鲜见。小区大门外则站

着一排穿黑西装或制服的工作人员，他

们来自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下称金

地物业） ，

是天一庄小区业委会经过一定

程序聘请而来的物管服务单位， 原计划

当天接手小区物业服务。 由于恒隆物业

要求金地物业进行登记才能进入小区，

金地物业拒绝该要求，双方僵持不下。

“我们都希望更换新物管。 ”小区业

主彭女士在此住了五六年， 她认为原物

管并没有履行好物业服务职责，“小区经

常停水、停电，都没人管。 ”

业主刘女士在小区住了 10 多年，一

直很关心物管服务工作，“现在都很担心

电梯会坏，因为之前出过意外。 ”刘女士

希望新物管进场能改善小区面貌。

金地物业负责人孙先生表示， 他们

持有与天一庄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

务委托合同， 如今原物业公司不愿移交

管理权，他们会等待业委会通知再接手。

天一庄业委会副主任袁先生介绍，

经过征询居民意见，2018 年 5 月以来，

业委会通过公开招投标选聘新物业服务

公司，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投票协商，并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与中标企业金地物业

签约。“业委会通过合法合规手段进行物

业选聘工作，现在原物管不愿意交接，我

们会进一步协商，不会强行进场。 ”袁先

生说。

然而， 恒隆物业负责人张先生却表

示， 业委会并不具备行使选聘物管的合

法性。“在组织召开业主大会期间，他们

只有 4 名业委会成员， 不满足法定要求

最低 5 人的规定。 同时业主大会议题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 业主大会召开程序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规定， 街道办对

大会结果也不予备案。 ”张先生认为，在

业主大会结果合法性得到承认前， 不能

接受新物管进场， 他们仍会在小区内正

常运作。

员村街出具的多份函件表示， 员村

街从 2018 年 5 月起对天一庄小区业主

委员会召开业主大会进行指导和监督，

并多次指出业主大会有多项不符合法律

法规的行为， 包括在职委员数量不够未

完成补选、选聘物业程序不合法、会议通

知未提前 15 日公告等方面，但天一庄小

区业委会拒绝接受街道办指导和监督。

员村街山顶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

认为， 小区物管服务选聘工作应该尊重

全体业主意见， 并在合法合规范围内进

行。天一庄业委会与恒隆物业都表示，愿

意友好对话，和平解决物业服务难题。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

市民张

小姐日前报料， 她在网站购买某偶像组

合的演唱会门票，结果碰到“假黄牛”，购

票钱打了水漂。目前张小姐已报警处理，

并希望曝光此事提醒消费者。

据张小姐介绍， 得知她的偶像某组

合将于 1 月 12 日在香港开演唱会后，她

发现正规渠道的门票均已卖光， 无奈之

下只好上网寻找是否有“黄牛”卖票。 10

日晚，她在网上看到名为“乐乐策划”的

微博号发微博称有带合影的粉丝票出

售。“乐乐策划”自称是演唱会工作组成

员，演唱会当晚会在现场，手头有粉丝合

影票要价 2200 元，通过微信支付 50%的

费用，尾款等进场后再支付。

张小姐自己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支付

方式，担心被骗反复跟对方确认。对方表

示，粉丝票需要关联购票者的姓名、电话

和邮箱， 付款后一分钟后收到通知随时

可以取票。“对方还说不信不买，最后几

张了。”也正是对方满不在乎的态度让张

小姐“那就相信一次吧”。

“乐乐策划” 先发来一个微信二维

码， 张小姐回了一句“电话给留一个

吗”。 对方显得很不耐烦， 称要将她拉

黑， 并要求她不要再支付了。 “但当时

我已经支付完了。” 张小姐说， 当对方

得知她已经完成支付后就表示二维码已

经失效， 要求张小姐重新支付并备注姓

名核实后才会退回之前支付的 1000 元。

随后， “乐乐策划” 又发来一个二维码

并要求张小姐在 2 分钟内付款。 结果张

小姐重新付款后对方又称二维码过期

了。 这时张小姐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

骗了。 记者从张小姐提供的聊天记录看

到， 张小姐支付两次总计 2000 元之后，

要求对方退款， 但对方称退不了， 随后

将张小姐拉黑。

11 日上午， 记者在微博上找到了

“乐乐策划”， 私聊询问是否有胜利演唱

会门票出售，对方表示有。但当记者表明

身份称想要了解张小姐购票经过时，对

方没回应直接将记者拉黑。

目前， 张小姐已在微博和微信进行

举报，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粤考宣 ）

昨日， 2019 年

广东省普通高考美术和广播电

视编导术科统一考试、 1 月份中

等职业技术教育专业技能课程

考试结束。 据悉， 全省报名参

加美术、 广播电视编导术科统

考和专业技能课程考试的人数

分别为 39983 人 、 7100 人 和

26763 人。 考试成绩将于本月底

公布， 请广大考生密切留意广

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 官网相

关信息。

据介绍， 今年考试美术术

科缺考人数 160 人 ， 缺考率

0.4%； 广播电视编导缺考人数

400 多人， 缺考率 5.6%； 专业技

能课程考试缺考 2042 人， 缺考

率为 7.6%。

美术统考的考试科目为色

彩、速写和素描，全省 21 个地级

市均设考点；广播电视编导统考

的考试科目为专业基础、故事编

创和影视作品分析，考点设在华

南农业大学；专业技能课程考试

共开设 14 门课程， 全省 19 个地

级市共设 86 个考点。

今年为确保考试安全， 严

防替考舞弊等违纪违法行为，

考场使用金属探测仪对每位考

生进行携带违禁品检查， 禁止

考生携带通讯工具和与考试有

关的资料 （

纸张、 纸片或图片

）

等进入考场。 同时， 引入“人

脸识别系统”， 要求所有考生在

考场内实行“刷脸” 验证身份。

三项考试违纪率比去年大幅降

低， 据初步统计只有 3 名考生

违纪作弊。

今年广东省美术和广播电

视编导术科统考将采用计算机

网上辅助评卷， 即将考生答卷

（ 画作）

拍照

（ 扫描）

录入计算

机系统， 再由计算机随机派发

试卷供评卷教师进行网上评卷。

据悉， 广东省普通高考艺

术类专业校考将陆续开始， 部

分院校已开始接受报名， 报名

情况正常， 请广大考生密切关

注相关院校的招生信息。

跳进河涌营救落水者，两名环卫工见义勇为每人获奖1万元

两万奖金一到手，他们全部捐出

高考美术统考结束

月底公布成绩

为看演唱会上网寻“黄牛” 转账后被拉黑

女粉丝被骗2000元已向警方报案

旧的不愿走，新的进不来

天河一小区新旧物管交接受阻

新 聘 请 的

物业公司安保

人员被挡在小

区门外。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