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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元数目虽小但关乎消费者权益

欢迎关注浦东消保委微信公众号

注册会员费“9.9元”对大多数人来

说是一件小事，一旦发生纠纷，有的消

费者觉得亏就亏了，就当买个教训。而

有的消费者则认为：“9.9 元”虽然是小

钱，但不是小事，不能因为钱少而放任

商家的行为。

今年 5月，山东的崔小姐向浦东新

区消保委反映：她于今年 5月 6日在某

处理交通违章的APP上注册成为会员，

用来缴付违章罚款。然而没过多久，崔

小姐就收到商家的电话。商家客服告

知消费者由于山东的网络问题，无法帮

其缴付违章罚款。商家退其处理违章

的手续费以及违章的费用，但是商家却

不同意退其会员费“9.9元”。这让崔小

姐无法接受。崔小姐认为其注册会员

就是为了处理山东的违章罚款，既然商

家无法处理山东的违章，其就无法享受

到商家的服务。同时注册会员时，商家

没有提醒消费者山东的违章是无法处理

的，页面上也没有任何提示。因此，崔小

姐对于商家不退还“9.9元”无法接受。

就此事，浦东新区消保委致电商

家。商家罗小姐解释：山东省的违章无

法处理，这不是公司的问题，是山东 5
月 1日最新出台的规定，属于不可抗拒

因素；而且公司只是不能处理山东的违

章，其余地方的违章还是能处理的，消

费者可以处理别的地方的违章，所以不

同意退“9.9元”注册会员费。

听了罗小姐的解释，新区消保委工

作人员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既然山东5
月 1 日出台的规定，那么消费者 5 月 6
日注册会员的时候，商家就已经知道山

东的违章是无法处理的。既然知道山

东的违章无法处理，为什么在注册页面

上没有特别提示，也没有提醒消费者？

商家罗小姐对此没有过多的解

释，消保委工作人员告知罗小姐：虽然

只有 9.9元，但是不能作为推卸责任的

借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

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经

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

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经过消保委工作人员的

多次沟通，罗小姐同意退还消费者的注

册会员费“9.9 元”，消费者崔小姐对此

表示满意。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高志强

绿意盎然的竹林小径、静雅别致的农

家小院、笑语满堂的“鹤邻家”，走进航头镇

福善村，“美丽庭院”建设成果处处可见。

今年以来，福善村党总支以“红色”为

主线，以“五长制”为绣花针，引导广大村民

“自己想、自己干、自己管”，合力撬动乡村

蝶变，还原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乡村风

貌。

党员带头村民响应

在福善村“美丽庭院”建设中，一群有

着“红色身份”的人带头参与。

贯穿村组的航新港河道两岸面临整

治，老党员张良自家没有违建，但同村的两

名小舅子家都有，他主动请缨去做解释宣

传，差一点和家人“闹僵”，但老张还是顶着

压力，与工作小组一起反复上门做思想工

作，总算取得了理解和支持。在老张的协

助下，涉及组里的近20户无证建筑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了“交钥匙”工作。

在老张这样的党员带动下，村民们自

发主动参与“美丽庭院”建设。其中，福善

村 2、3组中老年妇女自发形成一支“小三

轮”清运队。在“美丽庭院”示范点创建初

期的垃圾清运阶段，清运队在短短两个多

月的时间里，共出车 5000余次，清理垃圾

约15吨。由于施工时间和农作时间冲突，

妇女志愿者们形成默契，在农作时间之外

尽量挤出空余时间，用在了美丽庭院的打

造上。

“党建+”凝结各方合力

“当更多村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决策权的时候，大家才会更加热爱身边

的家园。”福善村党总支书记王作懋说。因

此，村里开设了“福善大讲堂”，让党员群众

来听课，了解村里的重点工作，提高大家参

与自治的积极性。

党建，是激发村民自治活力的“红色引

擎”。在福善村，“红色”元素随处可见，红

色讲坛、党建服务站、睦邻党员服务点等。

此外，村党总支通过开展“红色关爱”行动，

组织党员、志愿者为孤寡老人、生活困难群

众送上一份关爱。党建引领下，让村里的

人情味更浓了，村民群众参与村务村事的

积极性也逐步提升。

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福善村还通过

镇党建办牵线搭桥，与镇域内企业五同集

团结对共建，创建福善村农耕文化园，为

“美丽庭院”创建助力添彩。

共建共享长效管理

向“河长制”看齐，给村里的道路、垃圾

回收站、田间窝棚、绿化景观和健身设施也

配备了路长、站长、棚长、园长，管好村里的

角角落落，这是福善村探索实践的“五长

制”。

“五长”由村民、村干部担任，引导村民

群众“自己做、自己管”。有了“五长”以后，

福善村的村容村貌有了贴身“护卫”，志愿

者自发巡河、巡路，乱倒垃圾、乱搭窝棚等

“搞破坏”的现象越来越少，大家维护村容

村貌的自觉性自然提高，谁发现问题，都会

联系“五长”，及时处置。

除了继续实践“五长制”常态村民自治

管理机制以外，今年，福善村还推出垃圾分

类积分制，监督党员带头落实，以积分制考

核督促村民自觉遵守村民公约，助推“美丽

庭院”建设。

据了解，下一步，福善村将继续提升党

总支的组织力、凝聚力、引领力和战斗力，

在党建引领下，以“红色”为主线，以“鹤邻”

睦邻点为延伸，以“家”文化涵养好村风、好

民风，为老百姓打造一个舒适惬意的“红色

村居·幸福家园”。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乔曦

丽）近日，一名家住宣桥镇枫庭居民区的失

智老人在路边中暑，幸得居委工作人员及

时发现，将其安全送回家中，老人家属连连

道谢，“这次父亲能平安回家，多亏了居委

会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真的非常感谢。”

当天下午2：30左右，枫庭居委沈正华

发现在南六公路人民西路交界口，有一位

老人耷拉着脑袋，蹲坐在非机动车围栏边

多时，且一动不动。感到事有不妥，他急忙

与同事黄友友一起前去查看究竟。只见老

人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手脚无力，疑似有

轻微中暑现象。沈正华迅速跑回办公室拿

来矿泉水、纸巾等物品，帮助老人缓解中暑

症状，随后又将他带回居委会休息，悉心照

顾。

黄友友试着询问了解老人的住址、家

人联系方式，但老人神情恍惚，说话含糊不

清，无法正常进行交流。正当大家一筹莫

展时，沈正华忽然认出了他：“这个老人好

像就住在我们枫庭居民区，我在特殊家庭

排查走访中见过他。”经过一番核实确认，

老人的确系该小区49号门居民老徐，今年

70 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症，家中老伴患精

神疾病，子女不在身边。无人照看的老徐

独自一人出门，加之事发当天烈日炎炎，于

是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在居委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老徐被安

全地送回到家中。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

生，枫庭居委相关领导事后还第一时间与

小区物业进行了沟通联系，今后将对老徐

自行外出加强监管劝阻，一旦发生突发状

况，及时联系告知居委，为老人出行布下一

道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顾莉

娜）8 月 7 日，在公交环卫共建“爱心接力

站”——130路博兴路调度室里，金高公交

公司工会为正在午休的环卫工人们送上毛

巾、花露水、洗衣液等慰问品，表达对城市

环境美容师们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敬意。

自2016年以来，金高公交公司携手金

桥城管署开展关爱环卫工人“橙”心行动，

在公交站点设置公交环卫共建“爱心接力

站”，让环卫工人到就近的调度室喝水、热

饭、歇歇脚，缓解酷暑等恶劣天气下在外作

业之苦。

据了解，公交环卫共建“爱心接力

站”不仅把每一处站点能为环卫工人提

供的便捷服务一一标明，而且还安排专

人负责日常接待、服务工作，体现出同是

窗口行业的公交企业对环卫工人们的一

份关爱。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黄慧晨）

8月7日，三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举

办“应届毕业生暨失业青年”专场招聘会，

当场有 8人直接被招聘企业录用，另有近

50人初步达成意向。

据悉，本次招聘会由三林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主办、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国际人才服务中心、三林文化服务

中心协办，以“拓宽就业渠道，搭建多方平

台”，主要面向 2018年应届毕业生及失业

青年。当天，共有十家企业参与招聘，提供

岗位近60个，岗位需求人数达565个，类别

主要集中在策划、营运、行政、销售、客服和

技术支持等。通过前期宣传，招聘会受到

不少年轻人关注，当场有 8人直接被招聘

企业录用，另有近50人初步达成意向。

三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这次专场招聘会的举办，为三林镇

2018年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毕业生充

分就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美好生活，

要守望相助、共建共享；美好生活，起点

在社区、落脚在社区。8日下午，由周家

渡街道党工委与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

研部、人民网上海频道携手举办的首届

“美好论坛”开幕，院校专家与基层社会

工作者齐聚一堂，共议“美好”在社区的

内涵。

“美好论坛”是周家渡街道党工委为

基层党政部门、专业社会组织、专家学

者、社区实务工作者和居民群众打造一

个高层次、开放式的对话平台。在“美好

论坛”上，大家可以共商共议基层党建、

基层治理、社区发展、民生服务，推动有

关各方在社区行动中的交流、协调与合

作。

本次论坛主题是“聚焦组织力：党建

引领美好社区生活”。中国纪检监察学

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

授蔡志强作了题为“加强基层群众组织

力建设的若干思考”的主旨演讲，与会嘉

宾分别进行了经验分享。

论坛上，周家渡街道党工委、上海

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和人民网上海

频道共同签署“美好论坛”合作协议。

三方将汇聚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美好

论坛”，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对

话交流、实践检验、理论探索、人才培

养、宣传展示的平台，营造社区美好生

活的“讲习所”。

周家渡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安平表

示，接下来“美好论坛”将遵从“创新、发

展、前瞻、开放、共享”的核心理念，承担

起对话平台、合作载体、智力支持等功

能，为进一步提升区域党组织引领社区

治理创新、服务社区居民群众的能力提

供新载体，为更好地动员社区党员、社区

居民和社区单位等各方力量搭建新平

台，为增强基层党建组织力和社区治理

行动力夯实基础。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昨天下午，

第三届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在

陆家嘴落幕。经过 8 天的激烈角逐，来

自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 11 个国

家和地区 220 余名棋手，竞逐出 12 个组

别的冠亚季军。12 个组别中，各参赛

国家与地区的选手各有斩获。其中，中

国选手表现出色，包揽了 O10 男子组、

O18男子组的前三名。

陆家嘴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陆家嘴将继续围绕辖区不同人群的

需求和布局，将文化品牌建设融入城

市血脉，亮出一张具有陆家嘴品质的

文化名片，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达升）近日，北蔡镇御桥六居举办了

第三次“暑”你最乐活动——3D打印。

当天一大早，小朋友们带着自编

小区“文明标语”来到了 3D打印活动

现场，负责老师对3D打印使用作了详

细指导说明，并现场作了打印示范。

小朋友们听得认真，看得仔细，不时有

人举手提问。很快就有些小朋友按捺

不住好奇心，开始拿起 3D画笔创作。

在老师的指导下，一幅幅3D打印作品

通过小朋友之手应运而生。除了规定

打印制作文明宣传标牌之外，眼镜也

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打印作品。有的小

朋友甚至自由发挥，打印出了自己心

中的立体影像。3D打印的小小尝试，

既满足了小朋友的好奇心，也丰富了

他们的暑期生活，拓宽了视野。

航头镇激发村民自治活力

“红色力量”助推美丽庭院建设

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落幕
获奖小选手自豪地举起手中的奖碑。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美好论坛”为周家渡建设出点子 3D打印进入
小朋友暑期生活

三林办专场招聘会促青年就业

失智老人突中暑 居委人员齐关爱

金高公交为环卫工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