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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将至 网络购物需谨慎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零售市场飞速发

展，消费领域的投诉量也出现了急速增长。

据统计，2014年上海市消保委系统受理网

络购物投诉为33609件，而今年仅上半年就

已经达到23241件，同比增长了75%。网购

投诉的问题主要反映在虚假促销、取消订

单、退货难和售后服务差等方面。

今年的“双十一”即将来临，电商企业

又将进入网络销售旺季。近期，国家工商

总局针对网络购物出台了《网络商品和服

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行规定》，消保委

建议各电商企业要依法诚信经营，在“双

十一”组织促销活动时，不得采用设置格

式条款的方式拒绝退还订金，不得以预售

商品为由拒绝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不得

自行解释商品完好、增加限退条件，要为

消费者创造一个放心和谐的网络购物消

费环境。同时，新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在网络购物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购买贵重物品前应先线下体验。
在购买贵重、大件物品前，应先线下去实体

店进行体验，清楚了解商品的型号、材质等

关键信息。同时，注意选择可靠的物流公

司，对贵重物品可适当进行保价，避免物品

在运输过程中破损造成较大损失。购物后

需保留发票等凭证，方便日后维权。

二是清晰知晓商家的活动规则。对

于各电商推出的优惠券、抽奖秒杀活动，

消费者可事先与商家沟通了解优惠券的

使用范围，以免出现“双十一”当天优惠

券无法使用、使用优惠券无法享受礼品

赠送等纠纷。消费者可保留“抽奖秒杀”

细则、礼品清单、订单细节等相关截图，

以防商家事后私自取消订单、修改活动

详情，致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三是问清商品售后服务承诺。消费

者应选择信誉度好的电商购物，问清商品

的售后服务承诺，保留商品售后服务书。

“双十一”商品销量大可能造成货运积压，

对于急需物品，消费者可提前“错峰”购

买。一些商家对“双十一”期间推出的特

价、低价商品设置“商品损坏不退不换”等

霸王条款，消费者应谨慎选择，如购物后

遭遇此类情况，需保留相关维权依据。

四是理性消费，管好自己的钱袋子。
面对多种让利促销活动，消费者还应理

性消费，按照自身的实际需要和经济实

力制定购物计划。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要求，受上海轨道交通二号线东

延伸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中铁第四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上海轨道交

通2号线东延伸（广兰路站-浦东国际机

场站）改造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

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链接于上

海环境热线网站（www.envir.gov.cn）和环

评单位网站（www.crfsdi.com），向公众提

供项目概况、环境影响、环保措施等方面

的信息，并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可以通过

信件、E-mail、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意见

和建议。

联系人：上海轨道交通二号线东延

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费 先 生 ，电 话 ：

021-63189188×78577；地址：恒通路 222
号；邮编：200070。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张

工 ，电 话 ：027-51185577；传 真 ：

027-51155977；电子邮箱：wangyang3736@
163.com；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杨园和平大道

745号；邮编：430063。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近日，由区总工会、区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共同主办的“南腔北调大比拼——

第五届浦东职工才艺擂台赛”总决赛在位

于曹路镇的金海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本届职工才艺擂台赛受到各直属工

会的大力支持和职工的广泛参与，在各直

属工会预赛的基础上，共收到声乐类（通

俗、民族、美声）、舞蹈类、器乐类等专业类

别292个参赛节目。为进一步体现比赛的

公平、公正，还将各类别比赛分为职业组和

业余组进行角逐，产生相应奖项。通过各

专场比赛，主办方选拨出了18个项目进行

了综合大比拼，最终手风琴演奏《弹起我心

爱的土琵琶》、舞蹈《武术魂》、女生独唱《我

们的中国梦》荣获一等奖。

近年来，区总工会突出价值引领、紧

贴职工需求，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和创

造，树职工文化品牌，连续五年举办“南腔

北调大比拼——浦东职工才艺擂台赛”，

并将其纳入浦东文化艺术节，促进了浦东

职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了二次创业

中百万职工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日前，“2015浦东新区社区创业项目

展示暨2015年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秋季

招聘会”在浦兴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举行。这是一场特殊的招聘会，除了摆台

招聘的 40余家企业外，另外 10个并没有

列出招聘需求的企业摊位前也是人头攒

动。这10家企业都是新区具有代表性的

社区微小型创业企业，他们萌芽于社区、

成长壮大于社区，在带动就业的同时，也

向外界传递成功创业的经验与正能量。

上海雪镜斋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戴

炜、上海东阳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闪亮、上海歆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华、浦东新区三林镇库银工艺品经营部

经理王彬……这些参与本次展示的社区微

小型创业企业创始人，原本都是在国企从

事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由于企业调整、重

组和关闭，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他们先后走

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通过新区人保部门

创业政策和创业服务的扶持，他们的创业

公司现均转为一定规模的实体经营公司或

经营门店，开启了人生的新路程。

与戴炜他们不同，上海垚喆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邢碧弘，在大学

毕业后就投身创业，创办了家政保洁洗涤

服务项目。现在公司主管“唯好家 WE⁃
HOME”现代社区家庭服务，拥有外籍客户

200余户、会员客户300余人，在相关社区

享有一定的声誉。在此次展示上，垚喆在

招聘区也有一个展位。邢碧弘表示：“我们

准备招募4名销售人员，以满足公司日益增

长的业务需要。”

“这些创业者不但自己再就业，而且每

个组织还能带动周边至少4人以上就业。”

新区人保局相关人士透露，类似像戴炜、邢

碧弘这样的成功社区微小型企业创业者在

浦东还有许多，在新区推行“鼓励创业促进

就业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年，“创业带动

就业”的效果已经在各个街镇初显。

以此次招聘会暨项目展示会的主办方

之一，浦兴路街道为例，参加展示的10家社

区微小型创业企业中大部分是扎根浦兴路

街道发展壮大的。它们源自于社区，服务

于社区，涉及工艺产品销售、手工制作礼

品、电脑维修维护、互联网金融文化、社区

诊疗诊断、洗涤家政服务、服装定制销售、

家庭绿化保洁、社区教育培训等，对有条件

的社区居民来说是“可复制、可推广”的样

本。其中，上海康城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推

出的“康城环洁”项目吸纳200多人就业，其

自制的保洁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作为浦东新区特色创业服务社区之

一，浦兴社区在倡导‘大爱乐业’工程项目

的同时，注重强化创业服务平台，深化创

业服务机制，优化创业服务模式建设，力

求让‘创业红利’分享给社区更多想要就

业的人员。”浦兴路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

街道创业协会会长高颖姿告诉记者，街道

希望通过各类活动，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创

业。“我们创业协会将会从政策、资金等方

面，帮助创业者走向成功。”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艺术家不能忘记自己的风格，不能舍

弃民族的特色。”在日前举行的《翰墨寄情：

姜学炳艺术作品展》开幕式上，姜学炳道出

了自己为何选择回沪办展的原因。此次展

览展出了旅美画家姜学炳的80多幅画作，

其中不少已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克

林顿以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收藏。

姜学炳，1941年出生于上海，自4岁始

习绘画，后求学于浙江美术学院，师从中国

画大师张仃、黄胄。此后，姜学炳远赴美国

芝加哥城市学院继续深造，并于联合国中

国画会、芝加哥艺术博览会等举办展览，广

受赞誉。姜学炳曾于 2012年在美国白宫

受到奥巴马总统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接

见。其作品与画册也被全球多家机构、国

家政要与个人收藏。

对于离开上海多年后回沪办展，姜学

炳感受颇深，他说上海对于自己太亲切

了，此次展览不仅是自己半个多世纪来的

作品回顾，也是对家乡父老的一个交代。

据悉，此次展览由上海市对外交流协

会主办，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在 119 消防宣传日到来之际，

浦东新区养老行业百余家养老机构组织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技能大比

拼。通过现场模拟查找消防安全隐患比

赛和消防安全知识问答等形式，强化了行

业主管部门职责，完善了行业联防组织功

能，也落实了社会单位的主体责任。

活动现场，来自新区117家养老机构的

负责人分为7支队伍，每支队伍分别在一个

模拟场景内查找安全隐患。安全通道内放

有绿植、房间内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消防

喷淋头上挂有衣架、灭火器过期、消火栓水

带接头缺失，每个场景内都事先布置了不规

范之处。康桥敬老院院长张国荣告诉记者，

就像日常进行消防巡查工作一样，细微之处

都难逃工作人员的眼睛，包括防火巡查制度

和消防安全相关的记录本，参赛队员都能从

上面发现隐藏的安全隐患，“这些工作我们

平时都非常注重，因此在规定的10分钟内我

们提前完成了查找。”张国荣说。

此次消防技能比拼，通过查找安全隐

患和管理不规范之处，切实提高了从事养

老行业单位的消防意识和全社会防控火

灾的意识和能力。活动现场，川沙消防中

队的消防员还教授了心肺复苏和消防器

材的使用方法，养老从业人员积极参与，

向消防官兵学习相关技能。

本次活动由浦东民政局、浦东消防支

队、川沙新镇人民政府主办，新区福利院

承办。

■本报记者 司春杰 浦东报道

上海艺博会近日做出的一份调查报告

显示，越来越多的市民客户群体购买艺术

品，其主要目的就是用于美化家庭居室。

11月12日-15日，第十九届上海艺术博览

会将在上海世贸商城亮相。这届博览会

的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

据上海艺博会组委会副秘书长顾之骅

介绍，今年上海艺博会以“家居渴望艺术”为

主题，参展画廊在继续为收藏家和投资者

提供优秀作品的基础上，还推出了许多适

合家居装饰的艺术品。比如，一些小幅尺

寸的画作、小型雕塑在数量和样式上均有

增加，满足了市民家居空间的布局需求。

在作品题材及表现手法上也充分考虑到上

海市民的审美需求和习惯，注重写实性、装

饰性，价格也能够被普通市民所接受。

作为“展中展”的“上海艺博会青年艺

术家推介展”，今年迎来了 10 周岁生日。

今年的推介展由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

交易中心出任全程支持单位。评委会对

申请报名的150余名艺术家的500余幅作

品进行了评选，最后选定了 56 名青年艺

术家及140幅作品参展。

据悉，本届上海艺博会展会面积达2.4
万平方米，吸引了以色列、奥地利、法国、美

国等17个国家的150多家优秀画廊参展，

它们将携数千件国画、油画、雕塑、版画、影

像、装置、陶瓷等艺术品参与交易。

社区创业项目：“小身材”大能量
新区10家社区微小型创业企业展示成功经验

11月5日，永达国际大厦举行2015年度联合消防演习。此次演习让大厦驻户对
火灾逃生方法、灭火知识等有了直观的认识与掌握。永达国际大厦还组建了大厦专职
消防队、租户义务消防队、禁烟督导队及治安防范队，以提升大厦驻户在遇到紧急突发
火灾时的自防自救能力。图为演习现场。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影报道

永达国际大厦举行消防演习

浦东职工才艺擂台赛总决赛落幕

参赛职工优美的舞蹈表演，展现了浦东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画家姜学炳个展中华艺术宫开幕

第十九届上海艺术博览会下周四开幕

艺术品成为家居装饰“点睛之作”

117家养老机构比拼消防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