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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网购狂欢遇假货
可及时取证做“保全”

中年夫妻申请遗体捐献公证
泰达公证法律援助支持公益

家住塘沽地区的王先生和陈

女士今年 50 多岁，是一对恩爱夫

妻。王先生通过身边朋友得知遗

体捐献的说法，早在去年就萌生将

来去世后进行遗体捐献的意愿。

当他把想法和妻子陈女士沟通后，

陈女士也自愿陪伴丈夫共同捐献，

90后的独生女儿也支持父母的想

法，愿意亲自担任捐献执行人。

夫妻二人经咨询红十字会，拿

到相关登记表格后来到泰达公证处，

申请办理相关公证。公证员了解情

况后，为夫妻二人办理了公证手续，

按照程序申请了法律援助，免收公证

费用，并在当天出具了公证书，对王

先生夫妇的爱心之举给与了支持。

■公证信息

市民林先生电话咨
询：我向别人购买了一

套房子，合同里约定了

房款包括物业提供的配

套停车位，现在所有交

易、过户手续都已经办理

完毕，但停车位没有产权

证，卖家不配合我到物业

去办理车位变更手续，也

不交出车位，请问这种情

况能办理公证吗？

值班公证员：这里

不存在办理公证的因

素。可以凭过户后的房

产证与物业沟通协商对

停车位进行变更；如果

合同里有明确的约定，

也可以凭合同和房产证

等向法院提起诉讼。如

卖家始终占用车位，在

必要时可以申请保全证

据公证，对其使用、占用

停车位行为进行取证。

一、办理医学出生公证。
1.办理该公证主要是证明孩子

的出生时间和生父母的关系。需要

提交一家三口的户口本，父母的身

份证、结婚证、离婚证（含法院判决

书或离婚协议书），本地医疗机构出

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

2.出生证遗失，则需要补办或

到当地派出所开具证明，学生也可

以由学籍所在学校出具证明。

3.如果父母结婚证、离婚证和

孩子的出生证是外省市颁发的，可

以到原颁发地办理出生公证，或在

原颁发地公证机构对上述证件办

理公证后，持公证书到户籍地公证

机构办理出生公证。

4.再婚家庭，应由孩子的生父

母配合办理公证。

二、办理委托书或声明书
公证。

1. 办理此项公证的目的是证

明监护人委托和同意在孩子出国

期间将监护权利临时交给带孩子

出国的人。生父生母共同带孩子

出国不需要办理此公证。

2.生父母一方带孩子出国，需

要不出国的一方到公证处办理。

委托学校老师、培训机构人员、旅

行团队人员带孩子出国的，需要生

父母共同到公证处办理公证。

3. 所需申请材料与办理出生

公证的材料基本一致。

商品质量鉴定
可申请保全证据公证

由于网络购物的非面对面交

易，一旦商品质量存在问题，特别是

一些较为贵重的商品，而对方不予

认可拒绝退货时，买方就很被动。

市民李女士在某网络店铺购

买了一件心仪已久的羊绒大衣，在

该商品的介绍页面中明确标明衣

服材质为 100%羊绒，并作质量保

证。然而在李女士收到该件大衣

后，经过简单的手感辨别和火烧实

验，李女士断定大衣绝不像卖家所

描述的材质为100%羊绒，便立即与

卖家交涉，但卖家一口咬定自己的

商品就是如实销售，不予退货。这

使得李女士很是气愤，她决定找专

业机构进行鉴定。可是这样的鉴

定结果是否能得到卖家承认，李女

士犯了难，于是她来到公证处寻求

帮助。

公证员根据李女士的申请为其

办理了保全证据公证，陪同李女士

到专业鉴定机构对商品进行鉴定，

并对鉴定过程和鉴定结果出具了公

证书，凭借公证书李女士继续与卖

家进行协商，并表明如果不能解决

将提起诉讼维权，使卖家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最终同意退货并向

李女士进行了赔偿。

网购遇到纠纷
及时保存交易网页证据

电子商务类型复杂多样，涉及

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众多

电子商务案件中，一般常见的有产

品展示说明与实际商品不符、商家

提供的服务格式条款有违公平、购

物后网页被修改等各种情形。电子

商务活动中，大量交易过程都是产

生的电子数据，一旦发生纠纷进入

法院诉讼，这些电子数据就显得非

常重要。因此电子商务活动的各参

与方，应注意保管好交易中形成的

电子数据，要尽量保证电子数据存

储介质的可靠性和电子数据内容的

完整性。为提升电子证据的可信

度，还可以就电子证据到公证机构

做公证。

在网购发生纠纷后的第一时

间应及时申请办理网页保全证据

公证，以避免在协商过程中对方修

改交易期间的原网页内容，如商品

说明、图片、规格、指标、价格等等，

同时，可以对购物时双方的交流记

录和即将进行的协商沟通过程进

行保全，及时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可

以有效地对日后可能灭失或难以

提取的证据加以提取和固定。

我国法律赋予了公证证据区

别于一般证据的法律效力，具体体

现在：第一，经公证机构保全的证

据，其证明力高于其他一般证据；

第二，经公证机构保全的证据，具

有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法律效

力；第三，法律对知识产权保全证

据公证亦有专门的规定，确认了知

识产权保全证据公证的法律效力。

【文：梁静】

■公证指南

未成年人出国如何办理公证？

网络购物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双11”网络购物狂欢已经成为一个
特殊的节日。今年“双11”狂欢已经落幕，公证员提醒网购达人们：遇网购假货侵权，要及时保留证据，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时报讯（记者 许卉 摄影报道）13日，市民

靳先生向记者反映，由泰达大街驶入宁车沽路

入口处限高架上面的限高指示牌摇摇欲坠，存

在安全隐患的同时也为过往车辆带来了不便。

“这个牌子快掉了，已经有一周了吧，之前

没这么严重，现在已经掉下来很多了。”昨天早

晨，靳先生开车从泰达大街右转驶入宁车沽

路，就在宁车沽路入口处，有一个限高架，限高

架上面挂着的限高指示牌已经悬在半空，眼看

就要掉下来了。“牌子掉得太低了，车都没法从

下面过了，我从边上开过去的。”靳先生觉得牌

子随时会掉，一来太危险，二来影响过车，希望

能尽快修一修。

当日上午，记者赶到现场看到，下坠的牌

子最低处离地面约有一米多，由于正处于路中

间，因此过往车辆纷纷靠边缓慢驶过。

随后，记者致电了交警塘沽支队反映了现

场情况，工作人员已经记录下具体地点，表示

会告知维修人员前去维修。

指示牌摇摇欲坠
限高架下很危险

时报讯（记者 田敏 摄影报道）“这个路

口的信号灯已经损坏好久了，一直没有修复，

市民出行十分不便。”近日，市民刘先生致电本

报热线称，位于塘沽地区福州道与福建北路交

口处的信号灯处于瘫痪状态，导致路口车辆行

驶杂乱无章，大大影响了行人安全。希望相关

部门能尽快修复信号灯，恢复正常使用。

刘先生告诉记者，位于福建北路与福州道

交口处的信号灯已损坏多日，且一直没有修

复。“经过这个路口的车辆很多，因为旁边底商

饭馆很多，所以很多车辆都在这里掉头或转

弯，特别是晚高峰的时候，车辆就更多了。”刘

先生说，他就住在这附近，自从信号灯损坏后，

这个路口常有车辆因互不相让而发生剐蹭。

接到报料后，记者来到该路口。记者注意

到，这个路口是丁字路口，共有三个信号灯，但

此时都已无法正常使用。记者看到，一位行人

过马路时，由于没有信号灯，只能左顾右盼地

过马路。

随后，记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交警塘沽支

队。工作人员表示，信号灯不亮可能与线路损

坏或者没电有关，他们会立即将此情况反映给

秩序科，了解瘫痪的原因，并及时修复信号灯，

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信号灯全坏了
过马路有点难

张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华夏银行的信用

卡专员小张联系他，如果办理一张信用卡可

免费为其安装ETC。因为自己恰好有需要，

张先生就同意了。“我平时很少用信用卡，办

卡是为了方便使用ETC，且他告诉我第一年

免年费，之后每年任意消费五次就不收年

费，现在怎么突然又出现一个 680 元的年

费？”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一年信用卡积分

并没有多少，根本不可能达到2万。

记者调查时了解到，很多办理华夏

ETC信用卡的市民都表示对680元年费一

事不知情。

13 日，记者咨询了曾为张先生办卡的

小张。他告诉记者，去年给张先生办卡时

只需消费五次即可免年费，现在是每年消

费2万积分才可免除。“现在按新政策执行，

对于不知情的老客户（2016 年 9 月 20 日前

申请华夏ETC信用卡的客户），可以查询一

下自己账单，如果已产生年费，可以联系信

用卡中心客服进行一次减免。”记者致电华

夏银行滨海新区支行获悉，市民办理 ETC

时申办的信用卡由信用卡中心负责年费收

取等事宜，建议办理华夏ETC信用卡客户

致电24小时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随后，记者致电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

客服工作人员获悉，关于华夏ETC信用卡

年费问题，华夏银行官网曾刊发一份关于

新增及调整部分信用卡服务收费标准的公

告，其中提到：2016年9月20日起新申请华

夏标准信用卡（白金及钛金卡）和华夏ETC

信用卡（白金及钛金卡）的客户可享首年免

年费，白金卡每年交易累计满2万积分或钛

金卡每年交易累计满 1 万积分免次年年

费。该日前申请华夏标准信用卡（白金及

钛金卡）和华夏 ETC 信用卡（白金及钛金

卡）的客户，2017年9月20日前仍享首年免

年费，每年交易满五笔免次年年费的优惠，

2017年9月20日（含）后按白金卡每年交易

累计满2万积分或钛金卡每年交易累计满1

万积分免次年年费的优惠价格收取。

此外，工作人员表示，华夏ETC信用卡

在学校、医院等机构的消费并不记入积分，

ETC消费也不计入积分。 记者 杜红梅

“转自他人微信：之前绑定ETC的
华夏银行信用卡要收年费了！一年
680！需要消费2万积分才能免除！
请大家相互转告！可以拨打他们的电
话查询！”日前，这样一条提示消息在
微信群和朋友圈被广泛转发。很多早
期办理华夏ETC信用卡的客户这才意
识到可能存在的年费问题，并直呼“太
坑了”。市民张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年费680元！你有这张“ETC卡”么？
华夏ETC信用卡年费调整了 很多办理该卡的市民却并不知情

时报讯（记者 马兰）今

天是第 11 个“联合国糖尿病

日”。日前，滨海新区塘沽疾

控预防控制中心联合滨海新

区糖尿病社区防治指导中心

开展大型义诊咨询活动。记

者在现场了解到，滨海新区

糖尿病社区防治指导中心今

年仅糖尿病人接诊量已近 9

万人，且发病年龄不断前推，

现在30多岁的患者已成为主

要发病人群。专家提醒，不

良的生活习惯已成为诱发糖

尿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坚持

锻炼、有效调整不良生活习

惯可以延迟发病时间，减少

并发症的出现。

年轻的“糖人”
越来越多了！

聚焦联合国糖尿病日

“看，直升飞机过来了，好炫酷

啊。哇，跳伞运动员着地了……”日

前，天津市青少年航空运动露营地

展示大会在滨海新区窦庄通用机场

成功举办。作为天津首个航空运动

露营基地，当天活动吸引了 200 多

名青少年航空模型爱好者、京津冀

航空飞行运动选手及本市部分青少

年宫学生参加。

实习记者 裴津媛 摄影报道

天津首个航空运动露营地落户滨海新区

逐梦蓝天

“我们小区已经黑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摸黑出行，现在好不容易安上路灯了，为何还不亮呢？”11日，市民刘先
生致电本报热线称，小区十几年来没有路灯照明设施，导致业主一直摸黑出行。近期小区虽然安装上了一批新路
灯，但是迟迟没有启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先生是塘沽地区海晶南园小区

D区13栋的业主，他告诉记者：“我是

2005年搬进小区的，那时候小区就没

有路灯。”刘先生说，大概两个多月前，

小区里竟然安装了新路灯，这让小区

业主十分欣喜。没想到几个月过去

了，小区还是漆黑一片，这让业主很失

望。“难道新的设施只是摆设吗？”刘先

生说，这么多年小区居民一直摸黑出

行，大家都期盼路灯早日亮起来。

接到报料后，记者于12日18:30来到该

小区。记者注意到，该小区分为A、B、C、D四

个区域，都没有照明设施，小区内漆黑一片。

“现在新安装了路灯，但就是不亮。”刘先生指

着小区内新安装的路灯说道。记者注意到，

小区内确实安装了新路灯，却并没有启用。

记者联系到小区所属河南里居委会，

负责人张书记称，针对居民反映的路灯问

题，居委会曾联合街道进行过讨论。经找

相关部门反映此问题了解到，由于权属及

资金问题导致该小区内的路灯迟迟未修

复。“不过街道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张书记

说，此次海晶北园小区也出现了路灯问题，

为了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街道决定出资

一起解决两个小区的路灯问题。所以近期

对海晶南园小区所有的路灯实行了更换。

目前，小区已在进行电表安装，路灯很快就

会亮起来了。 记者 田敏

街道回应 正在装电表 很快就会亮

市民质疑
新的设施是摆设？

记者了解 小区内漆黑一片

居民摸黑出行十多年
新装的路灯

迟迟不启用引质疑 ？“失明”的路灯何时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