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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额度存“真空期”年底购新能源车需谨慎
今年年初，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多

名消费者的投诉，反映 4S 店无法兑现

“2017年年底拿到新能源牌照”的承诺，

同时消费者面临临牌过期无法上路的

处境。

例如，消费者钱小姐投诉称，2017
年11月11日她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

新能源车，12月11日提车，但至今不能

上牌。而且钱小姐发现在她之后购车的

都已上牌。今年1月4日，她联系到汽车

销售公司询问此事，总经理说不知道额

度什么时候下来。1月17日钱小姐再次

致电总经理，收到回复还要再等二三个

月。无奈，钱小姐向12315投诉，要求尽

快上牌，并赔偿损失。

又如，王先生投诉称，2017年 12月

在某 4S店购买新能源车，12月 12日充

电桩安装完成，材料递交上去，12月 28
日开票交钱，对方销售说只要发票开在

2018年 1月 1日前就能拿到牌照，但是

4S店推迟到1月8日才把王先生的材料

提交给上海新能源推进办，导致王先生

的车到 2月份了仍然上不了牌照，无法

开车回家过年。于是，王先生找生产厂

家的售前客服，希望客服能暂时借一辆

车让他回家过年。但生产厂家和 4S店

互相踢皮球，都说没有办法解决。

受理消费者投诉后，浦东新区消保

委工作人员与 4S 店取得了联系，了解

到因年底制订新的审核制度，新能源推

进办停止牌照额度的发放。但多数消

费者早已购买了保险、办理了临牌并提

车回家，就遇到了临牌即将到期或者已

经到期的尴尬处境。投诉处理过程中，

消费者反映当时 4S店销售人员均承诺

在 2017 年年底能够拿到牌照额度，目

前却被告知政策原因只能等到 3 月份

以后，因此质疑 4S 店没有把真实情况

告知消费者。

消保委工作人员向新能源推进办

了解到，牌照额度发放主要看个人征信

调查、充电桩安装情况等，资质审核后

就可以发放牌照额度单给顾客，消费者

就能去车管所上牌；新能源推进办介

绍，每年年底都会因政策关系暂停额度

发放，4S店都知道的。调解中，消保委

工作人员指出作为专业的 4S店应当把

该风险告知顾客或等牌照额度下来后

再让顾客上保险提车，而不该只顾卖

车，无视消费者因无法用车造成的损

失，建议经营者考虑该情况给予补偿。

在此，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若

在年底购买新能源汽车一定要谨慎考

虑，一定要先向新能源汽车推进办了解

相关政策，不能盲目轻信 4S 店的销售

人员，以免遇上这种尴尬局面或遭受损

失。

3月 14日——西班牙百年卫浴品牌

Roca 亮相亚洲顶级国际设计展会——

“设计上海”，以“水之森林”为主题，与知

名纸艺匠人梅子老师合作，由沪上资深策

展人沈璐劼、施亮策展，将上海展览中心

乐家花园打造成一片“水之森林”。借由

纸艺四季森林场景与Roca英佩拉系列产

品的创意融合，此次展厅设计别出心裁地

将室内空间与室外花园串联在一起，展现

艺术与设计的魅力，传递Roca的绿色环

保理念和自然设计美学。

自然的千变万化是艺术灵感的直接

来源。从自然界汲取养分的艺术家不胜

枚举，而四季变换的美景给予了纸艺匠

人无限创作的灵感，水的灵动亦让设计

师打破了室内空间与室外花园的界限，

将水之森林延展到室外：一艘帆船、一座

灯塔、一汪潭水构成了水之森林的外围

人与自然互动的景观。

以白纸为帆、浴缸为身，一艘扬帆起

航的帆船就此矗立在展厅花园。立柱式

洗脸盆变成了一座灯塔，高耸林立，徜

徉在浪花滚滚的大海中。而花洒、脸盆

和纸莲叶间创意性的拼搭，则让一个静

谧的莲花池跃然眼前。

Roca的产品作为一个纽带，将人和

水联系在了一起。“水之森林”既反映着

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又反映着人与

水、水与自然的关联，更是借由这一充满

设计感和艺术性的呈现形式呼吁着人们

关注环境、爱护自然。

RocaRoca亮相亮相20182018““设计上海设计上海””

揭秘揭秘““水之森林水之森林””的四季轮转的四季轮转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昨天，“乐业上海”2018 年宣桥镇春

风行动暨春季招聘会在宣桥镇市民服务

中心举行，上海中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

海昌极地海洋世界等 56 家企业共推出

1000多个招聘岗位，吸引了 1500多人前

来求职、咨询。

作为浦东新区6个充分就业镇之一，

宣桥镇在落实就业政策的同时，制定《宣

桥镇关于促进就业和加强培训工作的实

施意见》，并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搭建供

需平台、完善扶持政策、促进创新创业

等，引导更多人走上工作岗位。

招聘会“对口”各类人群

“我之前在服装厂上夜班，今年想换

一个日班的工作。”在招聘会现场，39岁

的季女士拿着简历咨询了几家公司，“感

觉都不错，有很多选择的机会。”

当天，招聘会推出的 1000 多个招聘

岗位主要涉及管理、销售、技术、操作等

百余个工种。

宣桥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副主任陈

瑜介绍，除了春季招聘会，宣桥镇结合市

场实际需求，每月还针对不同人群举行

专项招聘会，例如近期正值春季用工，求

职者以本地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为

主，每年 7月的应届生毕业季，会筛选相

对优质的企业为大学生提供合适的岗

位。在为求职者和企业牵线搭桥的同

时，宣桥镇还开展专业的职业指导、技能

培训等，提高求职者的素质能力，有效促

进就业和再就业。

“大数据”掌握精细化需求

龙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位于宣桥

镇的一家制造业企业，当天共推出了装

配工、调试员、销售经理等十多个岗位，

平均薪资在 4000至 5000元，招聘人员周

剑星说，近年来，企业招工比较难，随着

消费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薪资的期望值

也比较高。“除了邀请我们参加招聘会，

镇就业办还经常为我们推荐一些人员，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招工难问题。”

2015 年，在浦东新区就业信息平台

的基础上，宣桥镇搭建了一个本镇的劳

动力信息平台，建立实时数据库，汇总镇

域企业的岗位信息、户籍人口的就业信

息等，更精细化地掌握双方需求。同时，

通过定期维护、实时更新，以短信、电话、

走访等形式，平均每年点对点推送岗位

信息6000余人次。

此外，宣桥镇还结合了浦东新区就

业促进中心创立的外劳公共就业服务品

牌“e地就业（edjob）”平台、“宣桥乐业”

微信公众号，为求职者提供信息检索、人

职自助匹配等功能，为求职者和用人单

位提供更丰富、更便捷、更智能的信息交

互匹配，使就业服务工作的效能进一步

提升。

创业带动就业助梦想起航

除了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宣桥镇还

鼓励大众创业创新，发挥就业倍增效应。

目前，作为创新创业企业的孵化平

台，宣桥镇共舞台创意园区和上海智城

园区共有约200余家注册企业，其中发展

相对成熟的有 20多家，带动了一批就业

人口。

近年来，宣桥镇不断完善政策扶持、

创业培训、创业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

机制，引导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重点指

导和帮助高校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创

业；同时，发挥政府功能，强化创业服务，

就业服务部门为创业者提供风险评估、

开业指导、贷款服务、跟踪扶持等一系列

创业服务，为劳动者搭建创业信息、政策

发布平台，建立创业者交流互助的有效

渠道。

结合大调研活动，宣桥镇通过召开座

谈会、走访村居、收集典型案例等形式，发

现了就业工作的难点痛点。据了解，针对

岗位供给不足、就业矛盾突出、服务业总

体规模偏小等问题，宣桥镇下一步将优化

和调整服务行业结构占比，依托地理优

势，加快发展商贸及生态休闲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另一方面，宣桥镇将通过完善就

业政策，破解资金“瓶颈”，加大再就业资

金的倾斜力度，鼓励更多的下岗失业人员

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日，大团

镇针对防电信诈骗、禁赌、禁毒、反邪教

等方面的内容，开展安全防范集中宣传

活动。

当天，镇稳定办向社区居民大力宣

传禁毒知识和防范邪教知识，让居民了

解电信诈骗、赌博、毒品、邪教对个人和

家庭的危害，提高居民的防范意识。此

次宣传选址在人流量较大的地点，旨在

使更多群众受益，让居民对于防范工作

有一定的认识，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建设平安大团。

本报讯（记者 徐玲）3月14日，川沙

新镇南桥居民区举行“家门口服务，共筑

消费和谐”活动。社区联合浦发银行、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自来水公司、城厢社区

志愿者协会、上海韩志明律师事务所等共

建单位，以“你点单，我服务”的方式开展

便民服务，受到了居民欢迎。

南桥居委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小区，

社区干部通过调研得知，理发、磨刀具、寻

医问诊、保健按摩、金融理财小知识、测量

血压、法律咨询等依然是中老年人群最

需要的服务。居民区联系了多家单位，将

优质的免费服务直接送上门，包括生活服

务、法律咨询、金融知识、医疗咨询、社区

服务五大类，居民们笑称，“一次光临，享

受到了多样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金桥

镇总结了去年的自治金项目，并对今年

的自治金项目作了部署。

据了解，去年金桥镇13个居民区共

有 24 个自治金项目，开展活动 1200 多

次，动员 700 余名志愿者、约 4.1 万人次

参与，受益人次达 8万余人。通过项目

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停车难、车库违法

出租、楼道脏乱差”等社区治理难题。其

中，“螺蛳壳里的和谐家园”“楼组天地”

“健康快乐你我他”“阳光议事会”“温暖

在指尖”“绿苑使者”“文明萌宠”等自治

金项目被评为优秀项目。

同时，居民区党组织把党建工作的

触角延伸到自治金项目中，以“家门口”

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积极发挥党员志

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提升居民自治意

识，培养社区自治能人，进一步提升了自

治金项目的品质，也提高了居民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今年，金桥镇在自治金项目运作

中，将坚持党建引领，挖掘和培养社区

内的能人和热心人，找准自治工作的痛

点，关注居民生活难题。通过开展“家

门口服务”，进一步扩大受益面，通过

“大调研”，进一步呼应民生需求。同

时，打造示范品牌，体现金桥特色，树立

自治典型。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专业调解员

来了之后，服务做得更细致了。”最近，新

场司法所借力第三方专业力量，成功化解

了一起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间的纠纷案

件，得到业主和物业公司双方的肯定。这

也是新场司法所与浦东民叙调解工作室

携手开展联调联动以来化解的首起矛盾。

前不久，东方冠郡一期部分业主因停

车费问题与小区物业公司发生纠纷，连续

多日将车辆围堵在小区出入口“讨说

法”。得知情况后，新场司法所立刻采取

行动，与房办、社建办、派出所、信访办、居

委等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在充分了解

当事人的情况后，由民叙调解工作室主持

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耐心听取业主的

诉求，并逐一解答业主疑问，同时与居委

工作人员一起劝导业主平复情绪，另一

边，房办和社建办的工作人员解答小区管

理政策，建议业主采用合法程序解决问

题。经过各方多次协调，最终形成初步解

决意见，在未来两个月内物业暂停收取停

车费，确保业主车辆自由出入，由业委会

征询业主意见，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制订具

体停车收费方案。

当天除了化解东方冠郡一期停车收费

问题外，民叙调解工作室还同时答复了汇

锦城二期房屋漏水修缮、业委会改选等问

题，让前来咨询的居民得到了满意答复。

为更加有效地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新

场司法所之前与浦东民叙调解工作室签

订合作协议，就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家事

调解、法律援助等项目开展委托服务，并

确定了 3月起每周四为“调解接待日”，为

居民调解婚姻、家庭、邻里等各类常见的

民事纠纷。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陈剑）

近日，高东镇“无违”村居创建启动首轮拆

违，“无五违”办、规建办、城管中队工作人

员来到永新村、踊跃村、金光村，相继拆除

了10个违建点位。

春节前，高东镇各村居都进行了“无

违”村居创建工作的宣传。不少村居悬挂

了宣传横幅，村居干部挨家挨户排查违建

情况，收集资料。高东镇“无违”村居创建

工作小组成员和村居干部详细解答了村

民的疑问，宣传相应的政策法规，在发放

整改通知书的同时，建议村民尽量自行整

改，并尽可能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

首拆告捷，为“无违”村居创建工作奠

定了基础。一些原先抱有侥幸心的村民，

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高东镇“无违”村居创建工作小组成

员表示，“无违”村居创建工作的有序推

进，将为建设“富、强、和、美”新高东锦上

添花。

搭供需平台 助创新创业

宣桥镇多措并举推动充分就业

创“无违”村居 高东首轮拆违启动

川沙居民“家门口”享服务

“老娘舅”入驻司法所

新场引进专业力量联动化解纠纷

金桥今年自治金项目关注民生难题 大团镇
筑牢禁赌防线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