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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间

每月 15日下午、20日上午

每月 23日全天

每月 20日全天

每月第三周、第四周

周五下午

每月 28日全天

每月 15日上午、20日下午

每月 25日全天

每月第二周、

第四周周五下午

每月第一周周一、

周五上午

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

19日下午

每月第三周周一下午、

周二下午

每月第二周、第四周

周五下午

每月 15日、28日下午

律师手机号

13802747925

13112293263

13631482929

18620705166

18602016840

13802747925

18529126646

13926462008

13268384863

18665032827

18929552028

13416187766

15217026744

五山街社区法律顾问排班表

五山街社区法律顾问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

责编：熊栩帆 美编：唐湘莹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03

平安五山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五山派出所与辖内高校加强联动

警校携手打造校园防诈宣传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综治办）

近年来，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大

学生群体成了诈骗分子瞄准的主要对

象之一。 作为广州高校和科研单位密集

的地区， 五山辖内的学生人数有近 10

万人。 为保护学生群体的财产安全与合

法权益， 提高其识骗防骗的意识和能

力， 五山派出所与辖内高校加强联动，

紧盯校园电信网络诈骗新型犯罪，创新

防诈宣传工作模式，织密织牢校园防诈

宣传网。

身边人讲身边事

“骗子骗术虽狡猾， 防范揭穿不复

杂。 ”今年 4月，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

学学院法治宣讲团联合五山派出所，在

华农校园举行了一场以防范电信诈骗为

主题的宣讲会，6位宣讲人以发生在自己

身边、学校周边的真实案例为教材，讲解

了大学校园常见的诈骗手段和伎俩，为

现场的同学们送上了“反诈知识大餐”。

“近年来，刷单诈骗频繁来袭，不少

骗子利用刷单赚钱的噱头实施诈骗。 ”

法治宣讲团朱慧敏提醒， 充值返利、轻

松赚钱的兼职刷单不要去做，避免落入

诈骗分子的圈套，造成财产和精神的双

重损失。 若不慎受骗，要保存好相关截

图记录，第一时间报警。 此外，同学们找

兼职工作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华农人文与法学学院法治

宣讲团成立于 2018 年， 是广东高校首

个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专业法治宣讲

团。 法治宣讲团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 广泛开展校园法治宣传活动，用

轻松、有趣的方式，为同学们带来最贴

近校园生活的法治知识。 法治宣讲团自

成立以来，积极响应学校建设平安法治

校园的号召，每年开展校园法治专题分

享会、 校园法治安全教育分享会等活

动。

反诈宣传进校园

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防骗意识，

去年开学季以来，五山派出所的民警们

走进校园，通过派发传单、开展讲座等

形式，讲授防骗“秘籍”，助学子远离陷

阱。

去年 10 月， 在华农社区民警陈东

斌的牵头下， 华农警务室“紫荆花反

诈先锋队” 正式成立， 包括陈东斌在

内的 10 多名队员， 分成若干组， 每天

晚上分散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开展防诈

骗宣传工作。 “现在电信诈骗形势比

较严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志

愿者加入反诈志愿者的队伍中， 走上

街头， 走进社区， 参与我们的反诈志

愿者活动， 向身边的同学、 老师， 还

有居民群众普及反诈的相关知识， 远

离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 陈东斌说。

记者了解到， 接下来， 法治宣讲

团将联合紫荆花反诈先锋队， 深入学

生社区进行反诈骗宣讲活动， 努力营

造警民携手、 全社会共同参与反诈骗

的良好氛围， 为平安法治校园建设贡

献力量。

如今各种社交软件和支付手段越来越多， 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也花样翻

新，防不胜防。 如何防诈骗？ 要牢记“三不一要”：

1.不轻信。 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手机短信或扫码支付。

2.不透露。 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

银行卡等情况。

3.不转账。 决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

4.要及时报案。 万一上当受骗或听到亲戚朋友被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并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

珍 ）

遇到法律纠纷怎么办？

社区律师帮到你！ 记者了解

到， 为提高社区依法办事水

平，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

法律服务，今年，五山街各社

区继续由社区法律顾问“坐

镇”，为街坊提供法律问题咨

询、解答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康达文）

禁毒宣传有新招！ 记者获悉，8

月 2 日起， 五山街综治办联合五山派出

所， 在五山街辖内两家电影院的售票处

开展禁毒宣传， 播放禁毒歌曲《绽放生

命》MV、禁毒宣传标语。

据介绍， 本次禁毒宣传活动为期三

天， 两家电影院的售票处每天上午循环

播放禁毒歌曲《绽放生命》MV，下午、晚

上循环播放 10 条禁毒标语。 活动旨在扩

大禁毒宣传面， 促进更多居民接受禁毒

宣传教育，推进创建平安无毒社区。

据电影院工作人员介绍， 电影院每

天人流量较大，晚上是高峰时段，连续三

天滚动播放，预计能让近 2000 人次在潜

移默化中接受禁毒宣传， 从而有效地扩

大禁毒宣传面， 增强人们对禁毒知识的

了解和认识。 从现场来看，禁毒歌曲铿锵

的旋律、精彩的 MV，吸引了众多观众驻

足观看。 有观众表示，“在候场的空闲时

间接受禁毒宣传教育， 是一次不错的体

验，能增长禁毒知识。 ”

“禁毒宣传，人人有责。 ”电影院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 愿意为辖区禁毒宣传作

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电影院是人流量较

大公共场所，群众基础良好，借助电影院

良好的设备开展禁毒宣传， 不仅能扩大

禁毒宣传面， 也能促使商家增强禁毒责

任，在全社会营造和谐无毒的氛围。

遇到纠纷怎解决？ 社区律师来帮你

五山街公证点

驻点地址：

五山街岳洲路

39 号五山街公共法律服务站

（二楼司法所接待室）

办公时间：

每周三下午 2:

30~5:00。 其余时间可与工作

人员预约办理。

联系人：

公证员林钿

联系电话：

38663627、15920447044

此外，为响应广州市天河区司法

局“公证服务护航平安天河”的号召，

实现“让群众少跑路，不出街就能办

公证”的目标，从去年起，广州公证处

已正式入驻五山街道，在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派驻资深公证员，为社区居民

提供专业公证咨询和业务办理。 有需

要的街坊可前往咨询并办理公证。

目前，现场可提供的公证服务包

括以下类别：遗嘱、夫妻财产约定协

议、继承、赠与、合同协议、出生、结

婚、离婚、亲属关系、死亡、委托（

或声

明

）书、无违法犯罪记录、学历、学位、

成绩单、提存、保全证据等。

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或是财产分割、子

女抚养、房产纠纷等婚姻家事；或是楼

道卫生、噪音扰民、房屋漏水等邻里纠

纷……遇到纠纷怎么办？ 街坊记得来

找“家门口”的免费法律顾问，他们将

为各位街坊解答法律疑问。

据了解， 目前共有12名律师“坐

镇” 各社区， 协助街道司法所、 各居

委开展工作， 提供相关服务。 如来自

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的唐仕福律师，

分别为粤垦社区、 岳洲社区提供服

务， 其中每月15日下午、 20日上午在

粤垦社区提供服务， 每月15日上午、

20日下午在岳洲社区提供服务。 需要

提醒的是， 街坊在前往咨询前， 可先

致电咨询律师坐班情况， 再按照时间

前往咨询。

防诈骗，牢记“三不一要”

五山街

禁毒宣传出新招

禁毒歌曲《绽放生命》循环播放。

通讯员供图

好方便：

“家门口”就有免费法律顾问

好福利：

资深公证员驻点街法律中心

广州公证处在五山街派驻资深

公证员。 五山司法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