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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恋爱时频繁向恋人
转账520元、131.4元等具有特殊意义数额的款
项，分手后，可以要求对方还钱吗？近日，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昔日恋人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

情到浓时转账多达50余万元，分手后要
求对方还钱

张丽（化名）通过网络认识了王华（化名），俩
人在2017年初确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张丽经常
向王华转款。2020年初，张丽提出分手并要求王
华出具借条。王华拒绝张丽的要求，两人因此产
生纠纷，张丽诉至法院，要求王华返还欠款。

张丽称在恋爱期间通过支付宝、微信及银
行多次向王华转款，共计519246.06元。其中，
单次转账金额为52元、520元、131.4元等有特
殊意义的款项，是对王华的赠与；其余514770
元的款项，是出借给王华的借款，但是并没有写
借条。

王华称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共向张丽转账
176210.88元，也没有要求张丽写借条或是收条。

恋爱期间的转账，是赠与还是借款？

法院审理查明，张丽与王华交往期间，互相转
账持续时间较长，且数额有零有整。其中有两个
较大额的转账：张丽在一周内频繁向王华转账累
计10万元；张丽在6个月内向王华转账累计13.6
万元。

张丽称，10万元是王华因投资日料店向她借
款；王华则称是张丽赠予他购买翡翠、玉石，但未
提交任何购买记录或实物予以证明。另外13.6
万元，张丽称是王华向她借款用于股票投资；王华
则称是买股票了，但是属于双方共同投资行为，且
已经亏掉了，但是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法院认为，上述累计23.6万元转账，显然已
经超出了恋人日常交往范畴。张丽虽然仅提交
了转账凭证而没有借条，但恋人之间借款不要
求对方出具借据等债权凭证符合生活常理，且
结合转账金额及双方陈述，张丽说是借款具有
较大可能性。王华虽对张丽的主张提出反驳，
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并且其陈述相对
缺乏合理性。故法院认定23.6万元是张丽与王
华之间的借款。

其他涉案转账时间跨度较长，单笔金额不大，
张丽主张是借款，但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法院认
为，这些款项往来发生在双方恋爱的特殊时期，互
相转款用于生活开支，或者互相有小额赠与均有
较大可能性。因此其余部分款项不认定为借款。

最终法院判令王华应向张丽偿还借款本金
23.6万元及相应利息。

法官说法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陈莹：由于处在恋
爱的关系中，情侣之间的借款通常不会写借条。
本案中，张丽只提供转账凭证，没有借条或者双方
商议借款或者确认借款的聊天记录，导致相互间
的转账是赠与还是借款成为争议焦点。在日常生
活中，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便在热恋中，借
款也应该留存相应凭证，如借条、确认借款的聊天
记录、转账的备注等等。

法官提醒，恋人间的转账是 520 元、131.4 元
等有特殊意义数额的款项，通常会被认定为对对
方的赠与。热恋中的情侣切忌被爱冲昏头脑，如
果真有借钱的意思，哪怕是恋人也尽量说清楚，还
要保留借条或者聊天记录等凭证，莫要等到分手
后让金钱纠纷耗尽彼此最后的情谊。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
江报道：5月19日11时，香洲区朝阳
市场附近，运送海鲜的大小货车往
来频繁。香洲交警大队一中队指导
员林伟强和10名“联合执法队”队
员，分散穿行在朝阳市场附近的海
港路和龙舟街，严密巡逻检视，维护
道路交通秩序和安全。当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开展“背街小巷交通
秩序集中整治”行动，联手香洲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成“联合执
法队”，共同整治违停等交通违法行
为，对全市尤其是香洲区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停车场、住宅小区、建筑
工地、集贸市场、沿街商铺等重点区
域，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劝导、查处和
处罚工作。

整治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

背街小巷犹如城市的“毛细血
管”，构成了城市交通的“微循环”。

“微循环”不畅通，城市的主干道就
会发生拥堵。

龙舟街是条小巷，它紧邻朝阳市
场，两边是隔路相望的大小商铺。不
时有车主把车停在路边，让原本逼仄
的小巷更加拥挤，导致居民和车辆出
入困难。昨日11时20分，一辆红色
小车停在了朝阳市场门口黄方格内，
阻塞了市场消防通道。林伟强巡逻
发现后，迅速联系上正在商铺内吃饭
的车主，对其进行简短教育后责令其
迅速挪走了车辆。

当天整治现场，对于车主不在
的违停车辆，交警和城管执法队员

在车辆挡风玻璃前张贴醒目的“违
法停车警告通知书”。执法过程
中，“联合执法队”坚持先教育后处
罚的原则，对现场可以即刻开走的
违停车主进行教育劝离，督促其规
范停车。

“为防止部分车辆以装、卸货为
由，长期霸占路边停车阻塞交通，我
们还在市场出入高峰期的10时-12
时加强了路面的执勤巡逻，进一步
规范和维护停车秩序。”林伟强说。

在城市另一头的奥园广场，双
向三车道的旅游路也出现了“联合
执法队”队员们的身影。10时 30
分，旅游路两侧停满了车辆，车队绵
延1公里多。路口有一座新能源车
充电站，不时有车辆进出，道路两侧
乱停放的车辆将旅游路道路空间严
重挤压。

一辆白色五菱小车停在路口导
流线区域内，香洲交警大队二中队民
警曾令彬上前在车挡风玻璃上贴上
了红色的“违法停车警告通知书”。
在曾警官身旁，10多名交警、辅警和
香洲城管执法人员正挨个排查，给道
路两侧停在禁停区的车辆贴上红色
的“违法停车警告通知书”。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背街小巷交通秩序集中
整治”行动，“交警支队全警上路，各
执勤点的执干警和香洲区各街道办
城管执法人员一道，全天开视频记
录仪，在路上发现违章行为及时进
行截图取证。”

全警出动，上路执勤早已成为
珠海交警的工作常态，据了解，从4
月1日开始，交警支队在全市范围开
展大规模文明交通建设集中整治行
动，为期100天。

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

如果说，繁华的主干道是一座
城市的“面子”，那么背街小巷就是
城市的“里子”。文明城市建设不仅
要“面子漂亮”，更要“里子干净”。
但背街小巷的车辆违停问题一直是
城市管理的“顽疾”。

城市交通文明需要全民参与，
更有赖于各职能部门的齐抓共管。
珠海交警、香洲城管携手合作，以维
护道路通畅为目标，切实加强整治
机动车占用人行道、支路街巷违停
行为，保障人行道和车道通畅。

“朝阳市场周边的交通秩序是

一个老大难问题！这里共享单车、
电瓶车乱停乱放，影响街道美观；
机动车辆乱停乱放；小摊小贩占
道经营……”当天在朝阳市场参
与联合整治的“联合执法队”香湾
片区领队之一、香湾街道办综合
执法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马海章
告诉记者。

这些现象不仅扰乱交通秩序，
影响市容环境，更给行人带来不便
和安全隐患。“近期朝阳市场的升级
改造，香湾街道城管部门积极配合
交警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严
格执法、联合整治，最终目的就是要

‘还路于民’。”马海章说。

本次整治，交警和城管执法人
员坚持应查尽查原则，对违停占
道车辆实行抄牌查处，对反复违
停车辆实施锁车、拖离现场等强
制措施，加大对违停行为的强制
执行和处罚力度。同时，珠海交
警还加强与香洲区城管部门“执
法平台的联动”，将执法数据纳入
交管平台，与交通违法行为实行
同等处罚。

据介绍，接下来，珠海交警和香
洲城管执法队员将继续通过显性路
面巡查和定点定岗巡查相结合，对
背街小巷违停行为进行常态化整
治，维护城市交通和市容秩序。

疏导交通“毛细血管”畅通城市“微循环”
珠海交警与城管部门联合执法治理城市交通“顽疾”

□本报记者 康振华

如果说，一盏盏路灯是照亮城
市夜空的一只只眼睛，那么，路灯管
养工人无疑是城市眼睛的守护者。
是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用责任与辛劳护航城市夜晚的绚烂
美丽，保障着市民群众的安全出
行。张文周就是其中的一员，从
1995年至今，27年如一日运维路灯
管养工作，以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忠诚与奉献。

责任就是使命

作为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下属市路灯服务中心养护巡查
部的副部长，张文周和同事们所管
养路段包括珠海大道、珠峰大道、机

场西路、机场北路等城市主干道的
路灯，以及多个重要位置的景观灯，
总长度175公里、灯盏数34309盏、
各式变压器和控制箱共134台。

尽管人员少，任务重，但他们所负
责路段的亮灯率几近100%。这里
面，凝聚了张文周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前些日子，我市连续发布红色暴
雨预警。为了防止强降雨中发生积
水导致漏电跳闸等事故，张文周和同
事一起对负责路段的照明设施进行
隐患排查，他就像猫头鹰一样，用敏
锐的眼光，把路灯照明设施、路灯线
路、控制箱中的隐患都揪了出来。

检测路灯、维修线路、修复路灯
破损等等，这些都是张文周每天要
做的事情。“我们路灯管养工人是24
小时待命，不管高温酷暑，还是台风
暴雨，如果接到路灯不亮的电话，或
者电压缺相等突发路灯故障，随时
得去人进行维修。特别是逢年过
节，市民群众都在家里团圆过节了，
而我们随时待命，还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张文周说，“虽然辛苦，但为

了保证城市照明设施安全运行，为
了点亮百姓美好光明的前行路，我
觉得很值得。”

据介绍，张文周参加工作以来
抢修的次数不计其数，2020年至今，
他带领同事，消除了335次运行故
障，更换了 89台次配电设施元器
件。坚持每年两次对中心61台路灯
箱变、73台控制柜进行全方位维护
保养，在保养过程中消除了配电设
施隐患99处。

勤于学习探新路

虽然路灯养护巡查工作繁重，
但张文周总是挤出点滴时间勤奋学
习科学文化知识，练就了一身精湛
的业务技能。

市路灯服务中心管辖地埋箱变
18台，原地埋箱变玻璃门又厚又重，
给运行人员维护保养和处理故障带
来了极大不便，而且容易发生压伤等
事故，2021年，张文周根据现场情
况，提出合理化建议，用2毫米不锈
钢柜门代替原本厚重的玻璃门，减轻

柜门重量。完成改造的9台箱变，完
全达到减重效果，提高了安全性，也
没有影响变压器使用和外表美观。

湖心路、白蕉路箱变位于绿化
带，箱变外壳和底板锈蚀情况严重，
每隔三至四年就要对变压器进行防
锈处理，市路灯服务中心一直委托
外单位施工，处理效果欠佳。张文
周经过一周时间的琢磨，主动请缨，
提出在箱变总体结构安全的情况
下，用铝塑板代替原有铁板的改造
方案，今年3月已经顺利实施一台，
效果良好，也为后续其他配电装置
的防锈处理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服务群众当先锋

今年93岁的许秀芳老人，说起
张文周就赞口不绝。她是居住在金
湾区红旗镇大林社区的一个独居老
人，之前家里的用电线路裸露破旧，
电灯是最简单的白炽灯，非常不安
全。今年4月，张文周带着同事来到
她家，开展“光明行动”志愿服务，为
她家更换了崭新的线路、开关和灯

具。如今每每望着墙上铮亮的灯具、
归入线槽的齐整线路和按压式安全
开关，许奶奶就忍不住喜上心头。

据了解，市路灯服务中心自
2020 年初启动党建品牌“光明行
动”，为孤寡老人、困难群众提供服
务，开展了老旧村居用电线路和开
关插座改造等志愿服务。截至今年
4月底，共走访宣传6540多家商户
和住户、55560名市民，派发宣传资
料62750多份；累计服务群众62100
多人次，志愿服务时数达 3867 小
时，处理居民家中电路问题230起，
处理空中网线乱拉乱接、乱搭乱挂、
线路裸露等问题90多处；针对大林
社区反馈的部分路灯不亮、照度不
够等安全隐患问题，上门完成6000
米路段的线路维修，受到社区居民
广泛好评。

服务无止境，耕耘有收获。张
文周的辛勤付出得到了组织上的肯
定，凭借在台风“天鸽”抢险救灾中
的表现，获得了“珠海市救灾复产先
进个人”的称号。

市路灯服务中心养护巡查员张文周：

用责任照亮市民夜晚出行路

爱不在了，转给旧爱的钱
能要回来吗？
法官提醒：

恋人间借款也要写借条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
道：在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日期间，
5月19日晚，市残联在日月贝组织
开展城市地标亮灯活动。同时，由
400架无人机组成的飞行表演编队
翩然起飞，流光溢彩，为我市残疾人
群体送上祝福和鼓励。

当天晚上，日月贝户外大屏上播
放着我市残疾人运动员、广东省残疾
人自行车队队员、全国残运会冠军潘
惠莹的视频。画面中的她骑着自行车
驰骋在训练场上，坚毅的目光透露出
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人
生态度，告诉我们“没什么不可能”。

与户外大屏相映衬的是由400
架无人机组成的飞行表演编队在空
中的精彩灯光秀。“全国助残日”“促
进残疾人就业”“保障残疾人权益”

“有爱无碍”等标语造型逐一呈现在
城市上空，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吸引
不少市民观看。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市残联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残疾人朋友“急难
愁盼”的具体问题，努力推动我市残
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残疾人民生保障方面。
2021年，我市共审核发放残疾人生活
津贴 5552.47 万元，惠及残疾人
22388人；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620.86万元，惠及残疾人12579人；
投入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219.67万
元，惠及残疾人21967人。

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服务方面。
市残联充分利用“珠海市残疾人网络
就业服务平台”、现场招聘会以及就

业服务大厅提供“线上线下”全方位
残疾人就业服务，举办残疾人就业网
络专场招聘会和面对面专场招聘会，
对招用残疾人较多的用人单位开展

上门跟踪服务，为上岗残疾员工开展
岗前心理辅导培训。2021年，我市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2342
家，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6680人。

此外，市残联积极推进残疾人
维权和无障碍建设工作。成立珠海
市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充分发
挥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网络、热线

三大平台优势，整合法律服务资源，
积极为残疾人特殊群体构建“大法
援”工作格局，畅通残疾人法律救助

“最后一公里”。

全国助残日无人机编队上演精彩灯光秀

日月贝为残疾人亮灯送祝福

无人机表演为残疾人送上祝福和鼓励。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方凯珍 摄

5月19日上
午，南湾交警在
珠海大道交南湾
大道路口开展整
治行动。

本报记者
李建束
通讯员

杨小江 摄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今年5月19日是
第12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与家
医相约和健康相伴”。19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
局获悉，我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再上新台阶，截至
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共建立354个家庭医生团队，
与约83.91万居民签订协议。

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从增强签约服务吸引入手，以信息化手
段为支撑，强化制度建设，规范签约服务，加强
宣传引导，拓展服务内涵，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
水平。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共建立354个家
庭医生团队，与约83.91万居民签订协议，与约
32.15万重点人群签订协议。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全市基层家庭医生严格落实社区防控政策，
严防疫情输入和传播。他们用初心、诚心、爱
心、耐心、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尊重
和信任。

19日，为了更好地宣传普及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政策，营造支持签约服务、关注家庭医生的良好
社会氛围，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珠海市卫
生健康局组织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在香山湖公园开
展“与家医相约和健康相伴”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
宣传活动。

活动设有咨询义诊和健康徒步两个环
节。提供咨询义诊的是来自珠海市各个区的
家庭医生团队的全科医师、中医全科医生、家
庭医生助理，现场提供我市家庭医生的特色
服务，包括疾病咨询、健康咨询、健康指导、高
血压糖尿病筛查等，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慢性病防控及中医
药知识等内容，另外，还设置了心肺复苏现场
教学点。

一季度我市共建立

354个家庭医生团队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