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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7日，消费者包先生向消保委

反映，称其去年年底在东明家具广场的

一家家具经销商处订购了标准五尺床

及床头柜，共计 5000元。当时即付定

金1000元，并约定今年3月10日前送货

到位，结果等到 3月 30日还未送货，商

家也未给过任何说明。包先生打东明

家具展位的电话，但电话已为空号，后

包先生到经营地发现原址已人去楼

空。随后包先生联系到家具经销商，经

销商推脱让包先生去找东明家具。但

包先生联系不到东明家具，遂向消保委

投诉，希望消保委能帮助联系到东明家

具，退回其定金1000元。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家

具经销商取得了联系，其负责人在电话

里解释：“工厂订单积压数量较大，把包

先生的订单压在下面遗漏了，现在会马

上为包先生送货。”但是，包先生坚持要

退钱，家具经销商表示不同意。消保委

向其指出按照合同已超过最晚交付期

限，且未按合同条款提前 3天致电变更

送货期，属于违约行为，应该退还定

金。家具经销商推托称需要消费者与

东明家具协商，自己不承担责任，但又

不愿提供东明家具电话。

纠纷因此陷入僵局。消保委工作

人员查找到东明家具的电话，想方设

法联系到相关负责人，向其陈述了投

诉事由，并听取了对方的想法。对方

一开始执意不退定金，让浦东新区消

保委找家具经销商协商，浦东新区消

保委表明，《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

第二十八条：“因经营者自身的原因停

止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应当

事先告知消费者，并作出妥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

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

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

者柜台租赁期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

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

因此东明家具作为展位的出租者，应

该对消费者负责，先行承担相关责

任。在浦东新区消保委调解下，东明

家具终于同意全额退还消费者定金，

并且提供店铺新址，让消费者去其新

址领取退款。后来，包先生向消保委

确认已拿到全额退款。

商场因配合浦东新区的建设进行

拆迁，势必会对部分消费者造成一定的

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消保委希望商场

在遇到拆迁、歇业等重大变故时，应充

分考虑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妥善

安排好后续工作，这是一个企业应尽的

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章磊 实习生 沈馨艺

“热烈祝贺浦凌佳苑业主入住回

搬！”位于康悦路的小区门口，一条热情洋

溢的标语高高悬挂。昨天，高桥镇凌桥社

区面积最大、户数最多的动迁小区浦凌佳

苑开始办理入户。

凌桥社区党委负责人徐辉介绍，这个

动迁小区的业主包括滨江森林公园二期

工程动迁居民，原东新村、新益村村民及

其他历年动迁居民。“这里将成为他们的

新家。”

“这里环境好多了”

“走，看看新房子去。”刚办好入户登

记的宋惠英拿着新家钥匙，兴高采烈地

说。宋惠英一家原住在东新村，而东新村

曾是一个“厂中村”，生活环境比较差。“原

来老房子旁边就是炼油厂，平时的气味很

浓。”她说。

自从2015年12月东新村动迁后，宋惠

英一直期盼着早日入住新房。在浦凌佳苑

建造过程中，她经常过来看看工程进展。

“这里环境好多了。”建成后的小区环

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这让宋惠英感到

很满意。

在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宋惠英与老伴第一次走进位于 13号楼的

新家。三居室的房子，最让宋惠英满意的

还是那三个卧室。“我们就想要朝南的房

间，没想到卧室里还有阳台，真是太好

了。”她说。

与他们一起看房的，还有宋惠英特意

请来的装修公司员工。“带装修公司的人一

起来看房，准备马上装修，好早点入住。”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则帮着检查了水

电等设施，确保能够正常使用。“这就算验

好房了，心里更踏实了。”宋惠英对新房赞

不绝口。

当天，小区里到处可见像宋惠英那

样，前来拿钥匙、验房的居民。

为居民打造温馨的家

这是浦凌佳苑第一天办理入户。早

上 7点不到，就有人到小区门口排队，等

着办理入户手续。

徐辉告诉记者，这是社区里面积最

大、户数最多的动迁小区，房子 2400 余

套，1700多户。“办理入户的时间是本月18
日至 26日，因为户数较多，我们一直在考

虑，如何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全、更周到的

服务。”

为此，高桥镇相关领导多次到实地

调查，凌桥社区党委也提前于 5 月 8 日

成立了浦凌佳苑居委会筹备组，并从其

他居委抽调了精兵强将，与物业、开发

商一起，协调入户登记、后勤保障等工

作。

入户过程中，业主的信息采集工作也

一并完成。浦凌佳苑居委会筹备组组长

徐浩蓉告诉记者，筹备组还建了一个小区

微信公众号，借此介绍小区情况，让业主

更快了解自己的新家，也为今后的管理和

服务工作提供便利。

“这是凌桥社区最大的动迁小区，我

们将按照商品房标准管理，为广大居民打

造一个温馨的家。”徐辉说。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严芝英）

昨天，书院镇黄华村的近 20亩桑葚采摘

园向市民游客开放。

走进园内，一棵棵桑树连绵成荫，深

紫色的桑葚挂满枝头。首批受邀前来体

验采摘的村民、游客，挎着小篮子，三三两

两穿行在桑树间，拍照、采摘、尝桑葚，在

领略田园风光的同时，体验采摘乐趣。

2014年，黄华村对 470亩征而未用土

地进行保护性管理，经研究讨论，决定种

植经济作物，发展村级合作社。桑葚就是

其中一种。黄华村专门配备了管理人员，

成立了一支锄草捉虫修剪采摘一体化的

农业志愿者队伍，对桑葚园进行人工除

草、科技捉虫，使用有机肥，杜绝农药。

一名工作人员介绍，桑葚园的采摘期

持续一个月左右。周末，家长带着孩子一

起来体验亲子采摘将是不错的选择。

本报讯（通讯员 陈志强 记者 须

双双）近日，惠南镇公益活动月拉开帷

幕。期间将开展公益社区行、公益活动

大赛、公益组织及公益达人评选等。同

时，惠南镇各公益组织将开展百场公益

社区行活动，包括敬老、助残、扶幼、帮

困、环保、社区融合等贴近群众需求的项

目。

开幕式上，公益组织代表发出倡议：

汇聚爱心，共襄善举，传递正能量，点燃

惠南公益的热情。

当天，由惠南镇红十字会、计划生育

协会、科协、残联和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及

社会公益组织开设的20余个志愿服务摊

位，为市民提供品牌展示、便民服务、设

摊咨询、资源对接等服务。包括义诊、磨

剪刀、理发按摩、书法展示、茶道表演、高

校志愿服务项目等在内的“公益集市”吸

引了许多居民参与。

据了解，本届公益活动月的主题是

“益动社区·幸福惠南”，在“公益”与“社

区”的基础上，引导企业、社会公众参与

公益，通过开展各类慈善公益活动，让公

益温暖更多人。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由隧道股份、

中国中车、千方科技等联合出资成立的

“上海智能交通有限公司”昨天揭牌成

立。这家由中国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装备

制造、互联网科技领域领军企业组成的新

兴企业，将首先致力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和停车难问题。

该公司总经理常光照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透露，为了解决人流密集区域的停车

难，目前公司正在实施竖向立体停车项

目，占地面积120平方米的停车场可以停

100辆车。这其中就利用了智能化手段，

保证车辆的有序进出，提升停车管理效

率。浦东东方路城建设计大厦边将规划

建一个这样的停车场。

上海是国内开展智能交通建设最早

的城市，2003年开始进行道路交通信息

采集，之后又有了高架、高速公路上的情

报板。但由于交通行业分散性比较强，涉

及到的行业主管部门多，服务的提供商也

很多。面向未来的发展，需要将现有的智

能交通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为城市运营提

供更有效率的支撑。

据介绍，上海智能交通有限公司将利

用智能交通集成平台构建立体交通信息

体系，将不同领域内的数据加以集成整

合，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共享，同时通过智

能传感设备对交通状态信息的感知获取

渗透至行业领域的关键节点，实现精细化

监管，有效降低资源闲置浪费，有效提高

交通运行效率和安全水平。

常光照表示，交通项目涉及规划、设

计、施工及运营管理，但由于分属不同的

管理部门，之间会存在脱节的现象。智能

交通平台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从项目一

体化角度出发，在规划阶段就要嵌入智能

交通的相关需求，为今后项目的运营提供

更好的支撑，而不是在工程项目完成后再

来增加智能交通管理所需的各种设备。

据悉，城市交通管理智能化包括了

道路资源分配管理智能化、公共交通智

能管理、智能停车等多个方面。同济大

学教授陈小鸿表示，通过智能交通可升

级城市交通运营管理。比如浦东浦西之

间，越江桥隧的数量及通行能力基本上

是确定的，但在时间和地点上，每座大

桥、每条隧道的负担是不均衡的，这就需

要用智能交通的管理手段去平衡，尤其

是在上海的建设用地规模已近极限的情

况下，不能依靠单纯增加交通设施的办

法来满足交通需求。

陈小鸿认为，智能交通管理有望成为

上海的一个技术亮点，并且走向全国，甚

至向世界上提供中国在解决城市交通问

题方面的经验。

昨天，上海智能交通公司还与中国联

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未来5年中，双

方通过在窄带物联网应用、智能交通、行

业应用平台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从上海

起步，推进智能交通系统在中国各地城市

的落地与应用，为各城市解决交通拥堵等

问题。

本报讯 （记者 陈烁 实习生 张诗

欢）防盗人士现场模拟小偷如何轻松开

门、专业律师当场解答疑问……昨天，在

东明路街道举办的 5·18“我要法”社区

普法主题宣传日活动上，居民们不出社

区便学习到了事关切身利益的法律知

识。

活动现场，主办方设立了公益法律

咨询服务区，来自法院、检察院、派出所、

市场监管所、司法所等执法普法单位的

一线工作人员，与居民互动交流，耐心解

答公众的法律疑问。

作为今年东明路街道“法治社区”创

建工作的重头戏，此次普法宣传活动，除

主会场外，还在东明路街道办事处、社区

中小学、商业广场、三林东地铁站等 8个

场所设立了分点位，结合“谁是大法官、

律法连连看、法律灯谜”等趣味游戏，帮

助居民了解法律、学习法律。

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采访

组来到居民中间，了解他们的幸福感满

意度，收集他们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本次普法宣传工作的

评价，为今后的社区普法提供数据支撑。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日前，以“善

行潍坊”为主题的潍坊新村街道公益活动

月正式开幕，即日起至 5月底，21个公益

项目将全方位服务社区居民。

本次活动立足于“公益”与“社区”两

大元素，潍坊在发挥社会组织积极性的同

时，将开展一系列贴近社区需求、社区参

与度高的公益活动，为社会提供展示宣传

的平台。同时，街道将通过相关活动和推

介，探讨交流社会组织、基层政府部门、企

业单位和其他社区慈善资源在公益服务

中的合作与互动。

所有活动将围绕“环保、为老、助残、

文化”四个主题组织开展，街道将采用“政

府主办、社会组织牵头、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成员收益”的运作方式，鼓励社区企业、

社会组织参与。

一场主题为“掠影瞬间 照亮公益”的

摄影比赛同期举行，街道鼓励社区居民、

摄影爱好者拿起相机，记录下社区生活中

的美好点滴，以体现“善行潍坊”的公益理

念。

近年来，潍坊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本土

社会组织，在为老、助残、帮困等领域凸显

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组织的专业

优势。当天开幕式上，来自潍坊四村的

“绿畅”项目、王家宅爱心小屋、福竹丝网

花沙龙等优秀自治组织通过绿色环保、手

工艺义卖等展示了基层的风采。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潍坊将着力打

造“善行潍坊”社区公益品牌项目，继续扶

持、培育、引进更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

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打造潍坊

社区公益项目集聚地。

为动迁居民建起温馨的家

凌桥社区最大动迁小区办理入户

书院镇黄华村桑葚园开园

惠南镇公益活动月启动

通过趣味游戏寻找答案

东明开展社区普法主题宣传

潍坊公益活动月拉开帷幕

国内首家智能交通平台成立
致力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停车难

昨天，桑葚园开园后首批游客入园采摘。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

商场拆迁店铺寻无踪 消保委依法讨回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