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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玲）6月10日，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对59家网络平

台开展充值消费体察的结果，31家以现金

形式充值的网络平台中，3家平台无法退

款，28家以购买非游戏类虚拟币形式充值

的网络平台中，15家无法退款。消保委认

为，网络平台充值消费有一定合理性，但也

给消费者带来一定风险，平台应保障消费

者退款的权利。

今年 1 至 4 月，消保委模拟普通消费

者，对 31家网络平台进行充值和提现，涉

及网购、旅游、生活服务、在线教育等，结果

发现只有10家可在平台自行退款，其余21
家平台退款难度系数不等。有些需要与客

服沟通后完成退款，有些退款需收取 2元

手续费，有些经上海市消保委沟通后，承诺

今后可以退款，还有两家在结果发布之后

仍坚持不退款。

据介绍，10家可在平台自行退款的平

台中，苏宁小店、大众点评、中国国航、美团

外卖、美团打车、永辉生活、一嗨租车7家可

实时到账，申通、Metro 大都会、超级猩猩

（微信公众号）这3家的退款可在其自行承

诺的时间内到账。泰笛生活、肯德基、贝思

客、货拉拉、天天果园、阿姨帮、必胜客、我

厨买菜、神州专车、百果园、亚马逊、食行生

鲜这12家需要同客服沟通完成退款。经上

海市消保委沟通后，汉堡王（微信公众号）、

每日优鲜、闪送、盒马、21CAKE等5家承诺

以后可以退款。剩下的4家中，来伊份退款

须承担2元手续费。对此，来伊份指出，来

伊份钱包实际运营方为商银信支付服务有

限公司。根据本次体察，来伊份已完善用

户充值指引，在用户充值时就提醒用户提

现将产生2元手续费。

另外3家中，其中两鲜、中粮我买网表

示无法退款；而达达公司赶在市消保委媒

体通气会之前，与市消保委沟通，承诺为消

费者实现退款功能，一是修改用户充值协

议，在法律关系上明确消费者“预充值可以

退款”；二是在其APP“我的钱包”的“余额”

右侧设置“退款”按钮，实现一键退款。商

户称该 APP 迭代版本将于 8 月 20 日前上

线，而新版本上线前消费者提出的退款需

求，可通过公司客服实现。

与此同时，消保委还对28家以购买非

游戏类虚拟币形式充值的网络平台开展消

费体察。其中有6家网络平台经与客服沟

通后可退款，分别是腾讯课堂、手机知网、

得到、扇贝听力、扇贝单词、华图在线；有5
家经上海市消保委沟通后承诺退款，包括

喜马拉雅、知乎、天天P图、微视、鲸鱼阅读；

有两家经上海市消保委沟通后承诺“7天未

消费”可无理由退款，分别是书旗小说、天

猫读书。但还有15家平台无法正常情况下

退款，分别是爱奇艺阅读、纳米盒、QQ阅

读、英语流利说、微信读书、网易公开课、好

好学习、蜻蜓FM、美拍、英语趣配音、抖音、

昂秀外语、Finger、火山小视频、古书之美。

上海市消保委强调，消费者有权要求

网络平台退还充值费用，网络平台是否同

意退款以及退款流程的便利性反映了平台

的信用度。平台应保障消费者退款的权

利，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对消费者作出不公

平的规定，应当保证消费者退款的方便和

快捷，消费者退款入口和路径门槛设计不

应高于消费者充值时的入口和路径门槛，

不得利用一些技术方法和商业套路给消费

者退款设置障碍。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一位

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八旬老人，在地铁世

纪大道站不慎摔伤后，站务员、民警一起

帮助老人，并送老人登上返回崇明的公

交车。

当天，在9号线世纪大道站，车站站

务员在目送一列 9 号线列车驶离车站

后，发现在一自动扶梯处有人员聚集，立

即赶到现场准备引导客流，只见热心乘

客在自动扶梯的中部扶住一位耄耋老人

并寻求帮助，站务员发现后第一时间通

知值班站长。

值班站长得知后立即赶至现场，与

热心乘客一起将老人搀扶到安全位置，

发现老人家手臂上有轻微擦伤。接到通

知赶来的车站民警发现老人行走不利，

于是，将老人一路背在身上，送至警务站

休息。

民警和工作人员一边了解询问，一

边耐心安抚。原来老先生患有帕金森综

合症，80高龄的他独自一人从崇明岛乘

坐公交车换乘地铁打算去瑞金医院求

医，在自动扶梯上抓不住电梯扶手带，身

体靠在上面被带倒摔伤。在了解情况的

过程中，值班站长已经从客服中心取来

了医药箱，耐心细致地为乘客处理流血

的伤口。

稍事休息后，老先生说还是得去上

海科技馆乘坐申崇线回家。考虑到老先

生身体状况加之独身一人在外存在安全

隐患，车站当即派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位

民警一起护送老先生到上海科技馆乘坐

申崇线，并且反复关照公交车司机对老

人多加照顾。

本报讯（记者 张敏）“年化收益率

远超同类产品！此次对外少量发售！机

会难得，不要错过！”极具诱惑力的口号

深深吸引了手握闲钱、想投资理财的李

女士，就在她即将把 260万转入骗子账

户时，民警接银行报警及时赶到。近日，

浦东警方成功劝阻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案。

日前，浦东公安分局罗山新村派出

所接到辖区建设银行来电，称柜面上有

一女子要转账 260 万元，怀疑遭遇诈

骗。接报后，民警立即赶到银行，发现了

正在办理业务、疑似被诈骗的李女士。

面对民警，她刚开始不耐烦，既不肯透露

为何要进行转账操作，也不肯说明对方

账户情况，只是不停地说：“别影响我转

账，我赶时间！”由于现场劝阻无效，民警

便将李女士带到派出所进一步劝说。

在派出所接待室内，李女士终于愿

意配合，她表示自己手上有一笔 260万

的闲钱无处可投。正巧微信里有个朋友

推荐了一款理财产品，该产品不但年化

收益率远高于同类产品，而且此次对外

销售数量极少机会难得，所以她急着转

账，害怕错过投资机会。

“我告诉她这极可能是诈骗，她却不

太信。于是，我找了很多相仿的案例给

她看，包括网上媒体宣传的案例，一个个

受害者的经历触动了她。”罗山派出所民

警吴思翔说。

5 月 27 日，吴思翔不放心，再次回

访，李女士表示不会再转账购买类似产

品，还说要做身边人的“宣传员”，将自己

的案例警示给身边亲友，防止大家受骗

上当。

警方提示：不要相信所谓的高回报、

投资小、赚快钱投资理财产品，理财需谨

慎，千万不要轻易相信陌生网友。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昨日上午，全

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和上海浦东妇幼保

健院携手开展儿童乘客安全暨安全座椅正

确使用宣传活动，倡导从新生儿出院起就

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活动现场，儿童乘客安全认证技术师

对准父母们进行了儿童乘客安全知识的普

及。技术师表示，当汽车发生碰撞时，正确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以降低71%婴儿的死

亡率。如果不使用安全座椅，即使车速为

30公里/小时，碰撞中一个 10公斤的孩子

也能变成一个300公斤的“重物”。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执行总监崔

民彦表示，不少家庭不使用座椅的原因主

要是儿童哭闹。为此，让儿童从婴儿期就

开始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将提升幼儿对座

椅的适应性和习惯性。

在安全知识问答环节过后，部分参与

活动的新生儿家长还获赠了儿童安全座

椅，并在安全认证技术师的指导下进行正

确安装。乔女士是位二胎妈妈，她在技术

师的指导下轻松安装上了安全座椅。“以前

都是老人抱着孩子，大宝快三岁的时候才

用上安全座椅。听了讲座后，我了解了使

用安全座椅的必要性，决定从小给二宝养

成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乔女士说。

上海浦东妇幼保健院是全国第一家把

儿童乘客安全教育纳入孕妇课堂的医院。

2016年以来，浦东妇幼保健院已连续三年

开展儿童乘客安全教育系列活动，相关课

程已纳入孕妇学校课程。该院院长杨慧琳

表示，目前绝大多数家庭在新生儿出院时

都会使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因此，希望

年轻的准父母们能够在孕期就了解儿童乘

客安全知识，做好避免和降低交通事故伤

害的准备。

本报讯（记者 吴燕）6月9日，2019上

海秋季高考统一文化考落幕。有一位 00
后浦东女生，在考完最后一门后，撸起袖子

无偿献血400毫升。这是她送给自己的18
岁成人礼，也是她的“十年献血计划”的开

始。在微信朋友圈里，她这样写道：“做自

己想做的事，很酷。”

女生名叫穆书天，是上海市洋泾中学

2019届应届毕业生。6月9日上午，她在母

校顺利完成高考最后一门外语听说测试

后，当日下午便按计划，在同学的陪伴下前

往人民广场献血。

“献血并非我一时兴起。”穆书天告诉

记者，自己经常在人民广场附近看到无偿

献血车，渐渐地萌发了无偿献血的愿望。

现在自己终于年满18周岁，可以献血了。

高考前，穆书天订阅了“上海献血”微

信公众号，确定了献血车的具体位置和服

务时间，之后又在网上了解了一些献血前

的注意事项等。6月 9月 16点 45分，她走

上了停靠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门口的献

血车，约45分钟献血400毫升，达成了自己

的愿望，拿到了红色的“无偿献血证”。

有意思的是，就在那辆献血车上，穆书

天还遇到了同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姐。“当

时，车上有两名护士姐姐，当问及我年龄

时，我回答今年高三。对方追问我是什么

学校的，后来发现其中一名护士居然也是

洋泾中学毕业的。”她兴奋地说。

记者了解到，洋泾中学有一个名为“十

年之约”的活动，邀请高三学生在毕业前给

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并将信珍藏在校

史馆内，十年后学生可以取回。这一活动

自2011年起，已连续开展到第9年。

“我在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十年后的

自己一定会是最好的自己。”穆书天告诉记

者，这一次的献血只是她献血计划的开始，

“我查了一下，平均每半年才能献一次血，我

计划从现在开始，未来十年献满二十次。”

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网络平台充值消费体察结果

网上充值后，想要退款有点难

儿童安全座椅正确使用宣传活动举行

倡导从新生儿出院起就用安全座椅

高三毕业生穆书天开启“十年之约”

上午走出高考考场 下午撸起袖子献血

耋耄老人不慎摔伤
站务员民警齐援助

浦东警方劝阻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女子手握大额闲钱
“巧遇”高回报理财

上海欧尼丝服饰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10115667808155D，

副本编号：15000000201604250310，

经营者：倪林龙，特此声明。

上海露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10112MA1GBJQ51P，正本

编号：12000000201703310271，法定

代表人：何月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上接2版）
企业“家门口”服务站设置在10个入

驻企业集中的园区，侧重企业成立后的各

类政策咨询和成长关怀服务，提供“急难

愁”问题预约上门服务，主动跨前、服务到

家；企业“家门口”服务点设置在10个专业

招商服务平台，侧重为拟新办企业的注册

投资服务，提供企业注册过程全陪同服

务，并提供入驻后的跟踪服务。

在构建起中心-站-点的布局后，三

林镇还建设了企业管理信息一体化平

台。这一平台作为大数据库，从企业意向

落户开始建立一企一档，实现信息收集规

整、处理分析、预警提示、跟踪反馈等功

能，随时掌握企业动态需求，为提供超前、

跨前、跟踪式服务提供数据支撑，做到服

务定制化、个性化、人性化。

软环境吸引企业

为构建企业“家门口”服务体系，三林

镇提出了“一二三四五”模式，即“1+10+
10”的总体布局，需求和服务“两张清单”，

“受理零推诿、办理零积压、结果零投诉”

的“三零服务”标准，构建企业“家门口”服

务体系的4项制度，构建“五心”团队。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流的营商

环境最重要的是打造一流软环境，提供优

质贴心服务，才能使企业进得来、留得住、

做的强。”三林镇镇长蔡忠民说。

在三林镇构建企业“家门口”服务体

系的4项制度中，有一项是建立主题接待

日制度。由第九投促中心牵头，归类企业

急难愁问题，邀请各类问题相关联的职能

部门、社会专业团体参与，形成各类主题

接待日，面对面、零距离为企业提供政策

咨询、难点解答和投诉受理等服务。

针对重点企业、重大问题，则组织业

内人士和相关部门进行集中研讨，形成应

对思路和解决措施，镇级层面无法处理

的，形成专报呈区级阅处。

上海朗晟车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就

感受到了三林的特别服务。该公司刚落

户三林，在前期注册与三林镇企业服务中

心沟通好的基础上，公司法人代表范涛当

天从北京乘飞机赶来，由企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陆耀平专门对接，当天即完成了注册

的一系列事务。“很意外，一个镇里有一个

这么高大上的企业服务中心，能提供这么

一步到位的服务，才能让我们这么高效地

完成了从注册到开业的一系列事宜。”范

涛说。

有求必应 当好金牌“店小二”

参加活动的家庭让宝宝体验儿童安全座椅。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