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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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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游玩 核实信息要留心

“浦东新区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近日，浦东消保委接到章先生的来

电投诉，10月底，他与 3位朋友商定一

起带家人到乐园游玩，并于当天通过官

方 App 下了订单（包括住宿与门票服

务）。当日 13点到达园方酒店，由于对

方住宿规则中明确注明是下午 3 点才

能入住，就先办理信息确认登记，行礼

等大型物件先寄存酒店客服部后去游

玩，准备晚上回来直接入住。但其中一

位朋友在预定时姓名栏中填写了曾用

名，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被告知不

能办理入住且不退任何费用。

章先生声称，朋友习惯了使用曾用

名而导致所填信息的失真，并不是故意

行为，但身份证号、预订电话号都是正

确的。与对方协商未能解决，故向消保

委寻求帮助。

就此情况，消保委工作人员立即与

经营方沟通，但对方表示，乐园方在官

网和官方其他小程序上都提前告知消

费者，入住宾馆进行实名制登记。如不

真实，一切后果自负。基于消费者一行

的特殊情况，消保委建议经营方通过订

单上所留的身份证号与联系电话的真

实性进一步考虑。经消保委努力，经营

方给予更改预定人信息，消费者得以顺

利入住。

本案虽最终圆满解决，但须引起消

费者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

怖主义法》第二十一条：电信、互联网、

金融、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

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客户身

份进行查验。对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

份查验的，不得提供服务。《旅馆业治安

管理办法》第六条：旅馆接待旅客住宿

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

份证件，按规定的项目如实登记。入住

宾馆进行实名制登记，一是确认住店人

的身份，是对住店人住店期间行为的一

种约束。二是对酒店的经营行为的确

认，是对酒店合法经营的一种约束。三

是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分子的一种手段。

在此，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广大消

费者，想要好好地享受旅途，就需要了

解订房网站预订须知；入住基本资料要

填写准确，包括城市名、入住日期、离店

日期、房间数量、房型、人数等；看清价

格中是否含早餐，有无服务税、政府税

之类的额外费用；留心阅读酒店预订条

款和取消条款。

■本报记者 章磊

“之前来看了无数遍，现在终于拿到新

房钥匙了，睡觉都会笑出来。”家住高行镇

的庄根娣兴奋地说。昨天上午，位于思学

路上的高行镇和欣家园动迁安置房交付，

动迁居民正式回迁入住，庄根娣等30人成

为首批领钥匙的人。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

和欣家园于 2017年开始建设，今年 3
月竣工，一期共有 7 幢住宅楼、788 套住

宅。安置对象是高行镇周桥村和大陆村的

村民，属于“回迁”。昨天正式启动回迁入

住后，788套住宅将在一周内完成交付，让

动迁居民尽早住上新房。

庄根娣是周桥村村民，她告诉记者，自

己此前一直居住在农村，看着周边城市建

设一点点发展起来，特别羡慕。“现在马上

能搬新家了，出门有地铁、公交，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想想就开心。”她说。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崭新小区，让庄

阿姨对未来的品质生活充满了期待。进入

小区，近 10米宽的主干道几乎可以满足 4
辆机动车同时通行，路面上各类标识、标线

也十分清晰；40%的绿化覆盖率，让小区绿

意盎然；儿童乐园、健身苑、中心凉亭等设

施，则为居民休闲娱乐提供了好去处。

虽然是动迁小区，但小区设计之初就考

虑了停车问题，按照“人车分离、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独立停放，并辅以地面人性化车位设

置”方案，设计了740余个停车位。

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的小区，地下车

库面积达到了1.8万平方米，地下一层为非

机动车专用，设置了智能扫码充电系统、消

防喷淋及报警设备。

地下二层则是机动车停车库，环境堪

比商场停车库，宽敞明亮，还按照不同区域

粉刷成不同颜色，辅以电子指示牌，方便居

民寻找车位，地面还做了防水防滑处理。

540个停车位中，有75个共享充电桩车位，

物业通过充电桩电压监测告警并发送短消

息，可以自动通知车主已完成充电。

车库还配备了智能电梯，如监测到有

住户想把电动车推入楼道内，就会停止运

行。如果 5分钟内未推出，还会通过App、
短信息等推送到物业管理人员的手机上。

“这个车库设计得特别好，我女儿来看

过后，就因为这个车库，决定搬回来住了。”

庄根娣告诉记者。

智慧管理提升效率

车库里的智能设施，还只是和欣家园

智能安防化的一小部分。“人脸识别”这种

以往在高档商品房小区才能看到的配置，

也运用到了和欣家园。

小区人行道口，设置了人脸识别的电

子面板，小区居民事先采集面部信息，刷脸

进入，方便快捷。此外，人脸识别系统还运

用于每个楼道的入口，给居民增添更多安

全感。

小区物业经理告诉记者，这套人脸识

别系统“三位一体”，可同时识别人脸、条形

码和门禁。“对于访客，门口保安处安装了

访客登记系统，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登记，

生成专属条形码，随后便可刷脸进入。”他

说。

小区管理方面，和欣家园还有另一套操

作方便、治理高效的智慧“联勤联动”系统。

小区入口边的一间小屋子里，12块显

示屏组成的联勤联动系统实现了“一屏观

遍小区”。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各种安防摄

像头，还有电子围栏等应用，管理人员能随

时知晓是否有乱停车。

此外，小区“联勤联动”系统还与高行

镇城运中心大屏实时互动，可即时反映包

括停车情况、出入人员等各类信息。这是

高行镇首次在动迁小区设置应用“联勤联

动”系统。

“我们还将逐步配套地磁、烟感、消防

栓水压监测、窨井盖积水监测、广场舞分贝

器、老年人电子手环、视频后端分析处理等

设备，借助这些智能化设备，让社区治理更

高效、便捷。”高行镇城运中心负责人介绍。

高行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祝海红说，和

欣家园回迁入住，是向浦东开发开放30周

年送上的一份贺礼。“保障房建设是关乎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惠民工程，高行镇党委、

政府长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决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理念，始终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

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本报记者 章磊

几十平方米的院子里，菊花睡莲等各

色花卉争奇斗艳，成熟的柿子悬挂在枝头，

花菜辣椒长势正旺……曹路镇群乐村张家

宅 18号，是张惠清、蔡玲娣夫妇的家。五

年前，夫妇俩参与“美丽庭院”创建，把自家

院子打造成了有花、有菜又有果树的融合

型“小三园”，被评为三星级“美丽庭院”。

11月16日上午，天气晴好。80岁的张

惠清又开始打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拉出

水管浇水、拿起喷壶加养料、握着剪刀修枝

叶，忙得不亦乐乎。老伴蔡玲娣陪在一边，

不时帮着拉水管、递剪刀。

不算太大的院子里，分成了几个部

分。从大门往里看，右手边是几大片花卉

区，离门最近的是“温室”花卉区。张惠清

找人用废铁管焊了一个框架，准备覆上薄

膜做成供花卉过冬的“温室”。已经完工的

薄膜顶棚下，是几十盆不同种类的花卉。

“温室”的一边摆放了各种园艺盆栽。

另一边则是菊花专区，正值菊花花季，几十

种菊花绽放，姹紫嫣红。

大门的左手边是一片不规则的田地，

分区域种了花菜、辣椒、萝卜、芹菜等各类

蔬菜，中间还夹杂了桔子树、柿子树、枣树

等。树下的绿荫处也没有浪费，摆上了数

十盆不喜光照的兰花。

在村委会的授意下，张惠清夫妇还在

院子外一块长四五米、宽不过一米的绿化

带里种上了三角梅、大丽花等二十多种花

草。

5 年前开始打造“美丽庭院”时，张惠

清经常去女婿的苗圃，捡拾那些被遗弃的

花卉盆栽，将它们“救回来”。他说：“看着

它们又活过来，开了花，很有成就感。”

就这样，院子里的花越来越多。而熟

悉农活的蔡玲娣则在院子里种上了花菜、

芹菜等。两人还种了桔子树、柿子树，享受

“一年四季有果实吃”的生活，平时还邀请

邻里一起过来坐坐，尝花喝茶。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小朋友，

乘公交车口罩戴戴好。”11 月 16 日下

午，82路青年志愿者和管理员来到浦东

新区辅读学校门口，向家长和小朋友们

发放卡通口罩，向小乘客们宣传乘坐公

交车必须规范佩戴口罩知识。在秋冬

换季期间，上南公交积极行动，做好防

疫工作。

“乘客都很配合，有的不清楚这个

规定或者忘记戴口罩，我一提醒，他们

就在车下戴好再上车。”82 路驾驶员史

绎说。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上南

公交严格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安排人员

对车厢进行消毒，包括座椅、扶手、吊环、

按钮等容易与人接触的部位用消毒液仔

细擦拭。

“疫情以来，我们一直根据规定对

各个区域进行消毒。”调度员胡琼边给

驾驶员测温，边说，她一直按照流程对

调度室、职工餐厅（区）、职工休息室

（区）、站点和候车廊等人员密集区域定

时消毒。

在办公区域的工作人员分工明确，

划定好“防疫消毒包干区”后，工作人员

每日做好三次消毒工作，对办公室内的

地面、桌椅、书柜、键盘、空调等设备全面

消毒并及时记录。

疫情防控不减压，上南公交表示，将

一如既往地加大防控宣传力度，落实防

疫工作，确保公交平稳、高效、安全、便捷

运行。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8号线一期

（南段）供电设备调试日前全部完成，包括

了沿线所有车站、变电所、航头定修段、控

制中心，以及重点区间线路35千伏、400
伏各电压等级的供电设备系统调试，为将

来通车运营提供稳定的动力保障。

18 号线是本市首条一次性投入运

营的自动化等级最高的线路，这对相关

设备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设备调试过程中，上海地铁维保

供电分公司 18号线供电监管小组边调

试设备、边查漏补缺，根据各变电站现

场实际情况建立“日跟踪”“周分析”“再

纠偏”等动态管控机制，定期召开安全

工作会议，杜绝不安全隐患，对各类设

备及施工台账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

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落实

进度执行情况，及时分析影响工程进度

的困难和问题，进行纠偏，保障新线建

设进度。

在新线开通试运行前，新线监管小

组还将对航头站至御桥站的相关物资

准备情况进行审核排查，加强对设施设

备缺陷情况的追踪改进，督促设备厂家

及时完善相关缺陷，保障设备安全运

行。

高行“智慧”安置房交付

回迁居民享受到“最好的资源”

“小三园”全年繁花似锦瓜果飘香

提醒乘客规范佩戴口罩

上南公交落实换季防疫工作

18号线南段供电设备调试完成
将为通车运营提供稳定的动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天，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向社会发布 2020 年度

上海市美术馆名录。名录显示，全市现

有美术馆 89 家，较去年增加 6 家，其中

26家国有美术馆，63家非国有美术馆。

浦东现有18家美术馆，数量占比保持全

市第一。

查阅浦东美术馆名录可见，与去年

相比，原位于张杨路上的河洛美术馆被

除名，新增了一家“上海长宁区左右美术

馆”。据悉，该馆原位于长宁区，今年 7
月刚刚搬迁至浦东金海路上的天物空间

二期，美术馆注册名目前尚未变更。记

者发现，名单中还出现了多处注册名与

通用名称不符的现象：如龙美术馆名单

中为“龙的美术馆”，昊美术馆名单中为

“昊美美术馆”，敬请市民注意。

在浦东的 18家美术馆中，有 4家为

国有美术馆，分别是中华艺术宫、上海吴

昌硕纪念馆、临港当代美术馆、金桥碧云

美术馆；非国有美术馆 14家，占比超过

四分之三，凸显出强烈的民间参与公共

文化建设的热情。其中既有被评为“浦

东夜间经济示范点”的昊美术馆与艺仓

美术馆，也有推出一系列战疫连环画的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以及酒店里的林

隐美术馆等，展现出海纳百川的浦东文

化特色。

浦东现有18家美术馆
数量占比全市第一

昨天，高行和欣家园首批回迁居民拿到新房钥匙。 □高行镇 供图

张惠清家的庭院花开四季。 □倪竹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