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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自燃需及时收集证据维权
近日，浦东消保委接到一起汽车自

燃引起的消费投诉。消费者汪先生的

一辆 SUV在行使过程中突然冒烟。汪

先生迅速下车，不一会大火就将车辆烧

毁。为何行驶中的车辆会突然自燃？

是车辆质量问题还是使用方法不当？

带着疑问，消费者投诉至消保委。消保

委工作人员了解到，该起事故中，消防

部门出具了一份火灾证明，并无火灾事

故认定书。由于车辆自燃原因有多种，

既有可能是车辆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是

使用不当或非法改装，或者是车辆老化

导致，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和经营者

的检测，无法证明车辆自燃是车辆质量

问题引起的，无法判断责任，因此厂商

拒绝进行赔偿。由于缺乏相关证据，消

保委工作人员建议汪先生向消防队索

要火灾事故认定书，或者消费者自行寻

找第三方鉴定机构对车辆进行检查，以

判明事故责任方。

关于车辆自燃事故的报道多见于

新闻，但是关于事后维权，鲜有报道。

车主遇到自燃问题后，往往想到是自己

不幸中招。即便想要维权，也不知从何

下手。消保委支招：首先，尽量让消防

部门出具火灾事故认定书。这个认定

书具有法律效应，结合认定书后再排除

外力、使用不当和改装不当等引起自燃

的原因，剩下的才有可能是产品故障或

设计缺陷引起的自燃，才能找到经销商

或厂商赔偿。如果消防部门无法出具

认定书可以自寻第三方鉴定。如果对

厂家的检测报告持有异议或者厂方的

检测报告久拖未决，一定要及时寻找

第三方鉴定机构就火灾原因进行鉴

定。在过往同类型案件中，消费者因

为缺乏有利凭证，或寻找第三方鉴定

机构的时间距离火灾发生时间太长导

致无法鉴定的，到时候车主想要维权也

就无能为力了。

消保委在此提醒广大车主，汽车作

为一个密闭的交通工具，一旦发生火灾

有可能伤害到人生安全。车主除了做

好日常养护以及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

逃生工具也应当配置在车内；除非确有

必要，一般不建议加装电子仪器，尤其

是内置电池的设备以及需要对原车电

路线进行改动的设备。同时，夏季用车

要提防雨水对电路的侵蚀，车内不要摆

放易挥发易爆炸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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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严静雯

最近，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四学生刘

晓耀顺利签约，成为上海烟草集团的一名

员工，“我来自内蒙古农村，由于自己早规

划、早准备、早行动，才能在求职路上成功

突围。”刘晓耀说。

“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工作，希望能定

居上海。”早早有了职业规划的小刘大一

结束时参军入伍。服役期满返校，担任了

学校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退役军人事

务部部长。

求职期间，小刘报名参加了上海市

2020年公务员考试，顺利通过了笔试。他

同时也参加了上海烟草集团的招聘考

试。“这份工作与我所学通信工程专业关

联性很小，然而通过学校学习所培养的思

维方式在工作运用中是相通的，所以我觉

得找工作不一定要专业对口。”刘晓耀经

过权衡，选择了签约上海烟草集团。

“今年就业形势复杂，但也是‘温暖

季’。”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经

晓峰如是说，“在政府、社会的大力帮助下，

我们的学生依然有很多机会。像刘晓耀这

样励志的求职故事，在二工大还有很多。”

经晓峰介绍，为深入了解疫情下的求

职就业环境及学生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

求，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疫情以来多次开展

问卷调查。

二月份调查显示，近90%的学生认为

疫情对自身就业有影响，同时，疫情对企

业招聘计划、薪酬待遇的影响是大家普遍

关注的问题。用人单位方面，制造业、金

融业、物流业、服务业的招聘量明显减

少。“随着各级政府密集出台促进就业政

策，整个就业环境好了很多。”经晓峰介

绍，最近一次调查显示，64.6%的学生对自

己的就业表示乐观。

据了解，二工大对应届毕业生做到了

“一生一策一案”，了解学生的学业、健康、

职业能力等情况，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学校也会提供特别的帮助。在社会、

学校的帮助下，今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并

没有二月份时预想的那么糟糕，但“等靠

要”的学生依然存在。

造成部分学生“等靠要”的成因何

在？经晓峰介绍，有部分学生盲目乐观，

认为不用自己找工作，政府会送岗位上

门，“从今年上海市2020届高校毕业生春

季网络招聘会的数据看出，不少上海高校

的学生没有尝试投递简历。”经晓峰呼吁，

无论遇到什么风险，毕业生首先要积极求

职，不能期望“坐享其成”。

还有部分“观望型”学生。他们或许

已经收到了一些公司的录取通知，但是依

然不满意，希望能够去国企、事业单位或

者考公务员。“我们希望学生能有一个正

确的职业观”，在经晓峰看来，职业没有高

低贵贱，要有成功、精彩的人生，不应该对

最初入职的岗位作出狭隘的理解。

此外，家庭原因也造成部分学生“慢

就业、懒就业”。有些家长纵容自己的孩

子逃避现实、暂缓就业，或者企图继续“保

护”孩子，不让孩子独立面对社会。“家校

联动非常重要，只有家长支持、理解了，学

生才能更好地进入社会。”经晓峰说。

经晓峰表示，部分企业在招聘时也要

保持理性的姿态，“不要一味追求名校毕

业生、硕士生、博士生，招收一些踏踏实实

工作的普通毕业生可能更合适。”

目前，二工大正探索小型面试会机

制，推动企业“送岗进校”。“学生在线上投

递简历，经过初筛和第一轮电话面试后，

可以参加线下面试会，提高学生的求职效

率与成功率。”经晓峰说。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重温入党誓

词、网络生态治理知识竞赛、观看“四史”

教育相关主题视频，昨天下午，互联网企

业趣头条开展2020年二季度主题党日活

动。作为新成立的浦东互联网企业党建

联盟成员之一，趣头条正积极通过“圆周

率”党建工作品牌，凝聚网上网下更大同

心圆。

作为一家浦东本土的资讯类在线经

济企业，趣头条党委自建立起就明确党

建工作的重点方向，即加强党员的政治

实践、政治表达、政治参与，提升党员在

资讯内容上的政治判断力，通过积极培

育企业党建工作品牌——“圆周率”党

建，对照圆周率，提出 3个工作切入点、1
个核心工作目标、4项工作输出，做实党

建工作。

趣头条党委副书记金真介绍说，每

个同心圆有不同直径，但都有着相同的

圆周率。趣头条致力于与党保持同心同

德，助力营造网络清朗空间，为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

昨天的主题党日活动中，来自趣头

条上海、北京、天津、安徽四个办公点的

部分党员，通过线上线下形式，重温入党

誓词、参加网络生态治理知识竞赛、观看

“四史”教育相关主题视频，每一位党员

还收到了专属的“政治生日贺卡”，里面

记载了入党誓词和每名党员的入党时

间。公司员工马天玉说：“通过这样有仪

式感的党员活动，以及公司内的各类党

建学习阵地，让我们党员时刻不忘初心，

积极传递正能量。”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开展党建

活动，企业结合在线经济企业的特点与

党员特征，积极寻找互联网企业党员活

动的突破点，并通过在企业内部建立“任

务点”，融入与企业产品特征相一致的趣

味任务等活动，丰富党员活动形式。

企业还设立了党群工作微型展示

馆，通过党员沉浸式迷你学习吧、党建知

识资料学习等，为企业员工提供又一党

建学习阵地。

■本报记者 沈馨艺

“我要感谢她，要是没有她，我的一条命

就没了。”不久前，老港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接到了牛肚村村民范洪标的电话。

范洪标口中的“救命恩人”，是服务中心

护理员王楼华。原来，今年72岁的范洪标是

名独居老人，也是老港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的服务对象。平日里，范阿伯家里的衣物被

褥清洗、房屋清洁等工作，都由王楼华负责。

疫情期间，居家养老服务暂停，王楼华

无法上门服务，但她始终惦记着老人的状

况，经常打电话问候一声。

5月7日那天，王楼华照旧给范阿伯打

电话，结果一连三个电话都没人接听。“情况

有点不对。”王楼华开始担心起来。于是，她

骑上电瓶车直奔范阿伯家。

在路口，王楼华远远看到范阿伯家的大

门敞开着，到了门口，王楼华一边停车一边

大声呼喊范阿伯，仍没有人回应。一停好

车，她立刻冲了进去，发现范老伯倒在地上，

脸色发黑、身体僵硬，几乎没有了知觉。

是不是低血糖发作了？虽然慌张，但

王楼华的思路还是很清晰。想到范阿伯平

时就有低血糖症，她立刻从冰箱里面找出

了巧克力，硬塞到他的嘴里，喂他吃了下

去。随后，王楼华拿出手机拨打了120急救

电话。

由于抢救及时，范阿伯转危为安。事

后，范阿伯的家属想给王楼华红包表示谢

意，可王楼华婉拒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只要老伯伯人没事就好，其他的不重要。”

■本报记者 李继成

6月 17日上午，78岁的蔡老伯在爱人

的陪伴下来到了杨高分公司取回了日前遗

失的3000元现金等物品。蔡老伯激动地表

示，那天东西掉了，整整失眠了一晚，东西

找到了，心里的石头落下了。

6月15日上午，在乘坐大桥六线时，蔡

老伯把装有3000元现金、银行卡、存折、户

口簿、身份证等重要物品的塑料袋遗失在

了公交车上，等他发现时已过去多时。蔡

老伯苦苦思索了一晚上，始终想不起东西

究竟掉在了哪里。正愁的时候，一个电话

为蔡老伯解开了心结。

原来，16日一早，杨高分公司负责夜间

消毒的谢友青带着一个塑料袋专程找到了

分公司总经理张国荣。他在凌晨擦拭座椅

时，发现靠窗座位下的夹缝中有个透明马

夹袋，里面装着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等重

要物品，他直接找到分公司，希望能帮忙尽

快找到失主。

张国荣了解情况后，立即对失物进行

了清点和登记，在翻看户口簿时一摞养老

院收据和一张养老院的名片引起了他的注

意，他随即拨通了该养老院的电话，得到了

失主的电话，但张国荣连续拨打了20个电

话始终无人接听，万般无奈下他再次拨通

了养老院的电话，拜托养老院联系失主并

留下了联系方式。

经过一小时的漫长等待，经理办公室

的电话终于响了起来，而电话的另一端正

是失主蔡老伯本人。在经过一番信息比对

后，双方约定了碰面并交还失物的时间和

地点。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利用业余时间粉刷墙壁、清除黑广告，

不仅为了营造更整洁的楼道环境，也是为了

让自己的楼道能够继续获评“五颗星”。近

日，潍坊十村第一居民区的楼道内，都挂上

了一块“小星星榜”，其他居民区也在利用各

种手段，坚守楼道整治成果。

“我们楼道已经连续几个月获得五星

了，要坚持守住这份荣誉，这也是响应浦东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号召。”居住在潍坊十

村第一居民区154弄4号的一名志愿者说。

他与同伴每天都会对楼道进行清洁，每周还

会组织“回头看”，对楼道环境查缺补漏。

“小星星评审团”专门负责打分，这是由

居委牵头组织、各楼道楼组长参与的一支楼

道卫生评分组，随时监督和及时整改楼道卫

生情况。

潍坊九村是潍坊新村街道辖区内体量

最大的居民区，这里楼道老破窄、居民入住

密、居民楼数量多。经过前期1个月的努力，

目前九村辖区内103个楼道，已经全部完成

集中整治。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姜海亮牵头物业及

社区民警，对反复制造乱象的居民上门进行

说服教育，向居民讲解利弊，表明改善环境

秩序、维护创建成果的决心，让保持楼道清

洁的意识入脑入心。每天不间断整治，小区

环境整治成果逐渐巩固定型。

楼道整治有了“小星星榜”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由“人民阅读”平台、中福会出版社、

阅文集团共同发起的“中国儿童数字阅读

中心”日前成立。未来，中心将探索“党媒+
群团+企业”融合协作新模式，提升儿童文

学质量。

“儿童阅读质量的提升关乎国家发展和

民族振兴”，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秘书长张晓敏表示，三方强强联手，将共同

开启中国儿童文学与阅读的新时代，也将以

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厚植文化

根基、加强价值引领，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

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底气。

旨在鼓励支持儿童文学创作主体、推动

儿童文学优质内容供给的“中国儿童文学扶

持计划”同时启动，下设儿童文学创作扶持

计划、儿童文学传播大奖评选、青少年阅读

写作培养计划，鼓励支持儿童文学创作主

体，培育青少年阅读兴趣，提升写作能力，推

动儿童文学内容优质供给，培养互联网文学

生力军。

阅文集团CEO程武表示，作为国内知

名的数字阅读和IP培育平台，阅文深知文学

阅读对弘扬文化、启迪审美、激发思考的正

向价值，期待阅文的土壤能培养出更多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家，助力儿童阅读习惯的培养

和少儿文学读物的供给。

未来，中国儿童数字阅读中心还将广泛

开展更多元、更深入的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活

动，为建设书香社会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

同时，将加大对农村地区少儿阅读的关注与

扶持力度，让城乡的孩子读到同样的好书。

政府、企业、学校携手，过半学生对就业表示乐观

二工大“一生一策一案”助力就业

通过“圆周率”，凝聚更大同心圆

连续3个电话没人接

护理员赶过去救了老人一命

凡人·歌

老人遗失钱财整晚失眠

公交员工多方联系归还失物

让更多孩子看到更好作品
中国儿童数字阅读中心在沪成立

昨天，趣头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施宇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