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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实体店购买手机应先做好功课

“浦东新区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近期，浦东新区消保委接到一起投

诉，消费者反映，被实体店销售人员介

绍的“实惠套餐”“优惠价格”迷得晕头

转向，买了手机，既没享受优惠，还受了

一肚子“闷气”。消保委在此提醒广大

消费者，去实体店购买手机应先做好功

课。

今年4月19日，李女士来到某连锁

手机店，销售人员上前热情推销某款报

价 2599元的手机。销售人员声称，这

款手机正好有优惠活动，现在购买可以

直接优惠 300元，以旧换新还可以抵扣

300元。他还向李女士提议，如果再办

理每月 88元手机套餐，送 20G流量，送

话费 160 分钟，还可以再优惠 258 元。

诸多“划算”让李女士颇为心动，于是立

即支付了 1741元，购买了手机和对方

推荐的套餐。回家以后，李女士查看网

上报价，发现该款手机官网价为 1599
元，李女士致电运营商，了解到的 88元

套餐也和销售人员所介绍的存在很大

出入。这时，李女士才发现自己被忽悠

了，联系商家要求处理，对方拒绝，于是

投诉到了消保委，要求对方给予合理解

释及合理退款。

浦东消保委工作人员联系被诉方，

对方告知：手机定价是市场行为，消费

者自愿接受，手机已经使用，无质量问

题的情况下，无法处理，也无法退差

价。最终李女士只能接受现实。

在日常投诉案例中，由于信息不对

称导致消费者在实体手机店“买贵要求

退差价”的投诉屡见不鲜，再加上实体

店销售人员往往会推荐一些看似优惠

实则鸡肋的套餐，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

体验，这种销售方式使实体店的客户流

失情况越来越严重。实体店因为房租、

人员工资、服务成本等因素，商品价格

略高情有可原，但也不能成为其价格打

闷包的理由。根据消法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

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如本案中，李女士急于购买手机，没有

事先了解价格，但经营者在销售手机过

程中应该诚信经营、主动引导，提示消

费者通过官网等渠道了解手机的官方

推荐价格以及相关技术参数，并合理解

释消费者的疑惑。同时，消保委还建议

广大消费者要做好自我保护：购买手机

前，先在手机品牌官网上查看品牌、价

格、型号和配置等信息，大概了解后再

到实体店去选购，做到心中有数，避免

被不诚信的店家忽悠；对于商家给出的

各种套餐和优惠，建议还是直接到运营

公司咨询和购买。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00年前陈

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

译本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镇馆

之宝”，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昨日，在春

秋航空 9C8903从上海飞往石家庄的航

班上，来自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全国金牌

讲解员李欣瞳在万米高空生动讲述了中

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

昨日一早，当旅客们迈入客舱，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行李架上张贴的一张张生

动的党史故事海报，这是一大会址纪念

馆和春秋航空联合策划的“春华秋实，初

心如一，从1919到1949——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历程图片展”，旅客开关行李架

时，就能看到党史故事。

党史故事不仅做到了能看，而且还

能“听”。每一名旅客都获赠了一张“春

华秋实，初心如一”的登机牌，扫描二维

码，就能参与“寻找党的诞生地”的活动，

参与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互动。当

李欣瞳讲述的《共产党宣言》的背后故事

时，旅客们屏气凝神、倾耳而听。“能够在

旅途中，了解党史，收获知识，非常难

得。”旅客林先生表示。

该图片展将在春秋航空国内170多

条航线上执飞，为期一个月，全国各地的

旅客都有机会看到展览。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表示，云端展览，不仅拓展了展示

空间，也拓宽了教育形式。

■本报记者 陈烁

一条红色教育路线、两种“四史”阅读

模式、三堂“四史”教育党课、四项主题党

日——拥有众多红色文化资源的泥城镇，

在“四史”学习教育中不断创新，围绕红色

阵地、红色教育、红色活动等多种载体，探

索出了“一二三四”工作法，努力推动“四

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

一条红色教育路线

泥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通了“四

史”学习教育“红色之旅专线”，设立红色

泥城主题馆、泥城暴动党支部活动遗址、

公平村百年老宅、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

业合作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五个站点，

整条路线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为主

题，注重学习教育的体验性和融入感。

通过参观、学习、体验，让党员群众汲

取和传承泥城的红色基因，把“红色之旅专

线”打造成为党员学习教育的重要平台。

两种“四史”阅读模式

为方便党员群众，泥城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推出了线上扫码和线下书籍两种方

式，让党员群众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四史”

学习。

一方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按照“四

史”学习教育的推荐阅读书籍清单，专门

采购了一批“四史”书籍，并在阅读区开辟

“四史”学习的红色阅读空间，为广大党员

群众提供精神食粮。

另一方面，泥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依

托有声读物墙、“智慧党建信息屏”等信息

化手段，让党员通过扫码即可随时学习。

三堂“四史”教育党课

音频党课、情景党课和红色故事，是

泥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出的三种教育

党课形式，用生动多元的方式开展“四史”

教育。

泥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微信公众

号、泥城智慧党建云等平台推出浦东说书

《红色泥城传火种，学习“四史”守初心》、

‘学“四史”，讲故事’系列等 7 堂音频党

课，供广大党员群众随时点播收听。

另外，通过看红色展板，讲红色故事，

听红色党课，守红色初心四个环节开展互

动式情景党课。由社区党校红色讲师团

成员专题讲述泥城的红色故事，进一步让

党员熟悉和了解泥城的红色历史，激励党

员传承和发扬泥城的红色精神。

四项主题党日

除了开展实地参观、线上线下学习和

教育党课之外，泥城镇还开展了主题党日

活动，通过集中学习、开展研讨、重温誓词

和服务基层，使“四史”学习教育更加广泛

深入。

泥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邀请区委党

校老师、社区党校讲师团讲师为党员、党

员发展对象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了 24场集中

轮训，不断深化“四史”学习教育，切实增

强党员在实践中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组织“三新”党员

开展“学四史，忆初心”——行走中的党课

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在宣

誓仪式中，激励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泥城镇各基层党组织的党员们则以

志愿者身份投身在文明城区创建、垃圾分

类、疫情防控等各项工作中，以积极主动

的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成果，以热情饱满的

工作精神践行初心使命。

泥城整合红色文化资源 探索“一二三四”工作法

“四史”学习教育做足“红”文章

听党课 看版画 孵项目

航头“四史”学习教育创意多
春秋航空“四史”主题客机
昨日从上海启程

金牌讲解员
万米高空讲党史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7月 22日下

午，参加航头镇“百人计划”的近 50名大

学生认真聆听着社区党校讲师夏春耕主

讲的题为“面向世界，后来居上的浦东开

发开放”的“四史”学习教育讲座。

“百人计划”在航头开展十多年来，

为近千名大学生提供了暑期见习实践的

平台。“近年来，我们增加了红色阵地参

观、学习‘四史’等内容，为大学生成长成

才筑牢思想‘基石’。”航头镇团委副书记

钱佳丽说。学员王菲是华东政法大学的

硕士生，居住在航头。“夏老师演讲的‘四

史’内容更系统，而且结合了航头的名人

故事，提高了我们大学生对家乡的认识

程度、增强了认同感。”王菲说。

去年起，航头镇成立“红色阵地”共

建共治共享工作小组，并完善了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的功能建设，助力“四史”学

习教育的深入开展。

航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党员群

众提供了一站式、综合性、多功能的服

务平台，其中红色主题馆让参观者感受

航头镇历史底蕴，红色礼堂可开展入党

宣誓仪式等活动；最让人耳目一新的，

是服务中心内的红色版画基地。

当天，聆听完“四史”学习讲座后，学

员们在版画家金祥龙的带领下参观了

当代版画作品，并了解版画的创作过

程。红色版画基地不仅突显“家乡情

怀”，还加上了航头特有的地域文化。

与此同时，一场“红色阵地”共建共

治共享工作小组的例会正在另一个会议

室召开。该会议每月召开一次，起到了

“孵化-示范-引领”的作用。“比如去年，

我们孵化了垃圾分类抖音打卡的项目，

还有‘一颗红心的传递’，以帮助对口的

大理剑川老百姓、资助贫困学生。”航头

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张悦

说，“基层党组织只要有想法，我们就能

孵化它。有了这个集全镇资源的工作小

组，我们可以把成型的项目逐渐铺开推

广，最后将党建落到实处。”

参会的良元农产品合作社的王婉同

时也是航头“红色农业联盟”的“盟主”。

王婉说：“我们联盟成立后，大家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虽然疫情对农业的打击

非常大，但是我们积极为农户拓展渠道，

尽量减少对他们的影响。”

另外，航头镇近日还上线了“四史”

学习教育线路图，串联起9个特色红色场

馆。“我们即将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推出

‘有声图书馆’，大家可以扫描二维码，通

过声音的形式感受‘四史’。”张悦说。

学员们听版画家金祥龙讲解版画的的创作过程。 □倪竹馨 摄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第十届浦东文

化艺术节将于 7月 30日开幕，艺术节期间

全区十大剧场将上演 24 台、43 场精品剧

目。与此同时，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松懈。

浦东的演艺场馆究竟准备好了吗？昨日下

午，浦东新区演艺场馆开放防疫安全培训

会暨浦东文化艺术节场馆票务培训会，在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以下简称梅奔）

举行。东方艺术中心、东方体育中心、华特

迪士剧院、1862时尚艺术中心、浦东大戏

院等 20多家浦东演艺场馆的负责人共聚

一堂，交流分享防疫及运营经验，确保浦东

文化艺术节演出顺利进行，助力浦东演出

市场复苏。

梅奔是浦东最大的演艺场馆，经历半

年的“蛰伏”后，7月 19日举办了疫情防控

新常态下，全国第一场具规模的室内流行

音乐演出——第 27届《东方风云榜》音乐

盛典，约 4500人共襄盛会。培训会上，各

演艺场馆负责人参观了梅奔的防疫设施，

并听取了内部相关流程。梅奔副总经理华

巍介绍，梅奔推出“一活动，一方案”，为每

场活动制订不同的疫情防控专项方案。其

中针对面向公众开放的活动，梅奔就升级

热成像测温设施，对人员采取绿码加大数

据行程审核，并要求所有离沪返沪人员入

馆前完成核酸检测，观众实名制入场，设立

临时隔离点，安排救护车现场待命等。

参与本届艺术节精品剧目演出的多家

剧场负责人与会。“梅奔在限制人数不启用

的座位上，贴上‘演出终将继续’的条幅，指

示十分清楚，也让观众感受到温暖，这非常

值得借鉴。”浦东大戏院负责人候丽表示，

作为一家中型剧场，能从梅奔这类标杆性

场馆吸取很多经验，在保证严格防疫的同

时，也将因地制宜做出一定的调整。6月

12日，浦东大戏院成为浦东第一家恢复商

演的演艺场馆，用零场租形式让利演出团

体，以此助力重振演出市场。即将开幕的

浦东文化艺术节期间，大戏院承接了明星

版话剧《洋麻将》等剧目，门票销售火爆。

此外，多家尚未复业的演艺场馆负责

人分享了恢复开放的准备工作。其中，华

特迪士尼大剧院、张江戏剧谷均计划将于

8月复演。

培训会最后，与会人员共同发出安全

倡议，落实场馆开放防疫安全责任，加强预

案机制，共同守护观众的观演安全。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体旅局副局长孙毓表示，

为迎接浦东文化艺术节的到来，各场馆应

夯实防疫安全责任，加强预案机制，共同守

护观众的观演安全。

新区演艺场馆举办开放防疫安全培训会

做好疫情防控 助力演出市场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