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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参观“浦东·普陀中国画作品联展”。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诚信经营是企业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前提

“浦东新区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张女士在某美容美发店充值 5000
元办理了会员卡，使用 5 次后，疫情来

临，美容美发店停业。再次开张时，店

方声称该店已经转让，原来的会员卡只

能免费使用一次，若消费者想继续使用

卡内余额，必须另外充值一定数额的费

用。张女士与原店负责人联系，对方告

知新旧两家店之间有转让协议，消费者

可以继续使用会员卡的。张女士与新

店交涉无果，故向消保委投诉。

张女士向消保委提供了维权证

据——转让协议。关于会员卡的使用，

原店家与新店有明确约定，即新店必须

同意消费者继续使用原店会员卡。有

了这个强有力的证据，消保委与新店的

负责人取得了联系。最终，新店同意消

费者继续使用原会员卡。

本案证据齐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从实践来看，预

付卡类投诉中，这类“不清不楚”的经营

主体变更投诉给消保委维权工作带来

了极大的难度。以美容店转让为例，一

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原美容美发店将店

面和债权债务关系转让，新美容美发店

作企业变更登记，从法理上来讲，持卡

消费者作为原债权人仍然可以继续享

有优惠并继续使用卡内余额；二是原美

容美发店将店面和债权债务关系转让，

原美容美发店作企业注销登记，新美容

美发店重新注册了新公司，这种情况

下，消费者就要寻找原来的门店退卡或

提供其它解决方式。一般美容美发店

的转让或停业通常没有预兆，新的美容

美发店对于退款的态度通常也比较强

硬，在还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不愿意承担

任何的债务，即使同意原会员继续使用

会员卡，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有所下降，

往往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大多数情

况下，消费者无法搞清新旧两家店的关

系，更不用说从原经营者手中拿到转让

协议，消费者要么放弃原卡内的金额，

要么继续充值。

美容美发行业办理会员卡是希望

积累资金并挽留客户，对于这种经营方

式法律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是诚信经

营是企业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前提，切勿

因小失大，为了眼前利益而忽视了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消保委也呼吁相

关部门加强对美容美发行业注册、转

让、发卡等行为的管理，从源头维护好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沈馨艺 通讯员 陈志强

粉刷一新的楼道墙面、铮亮气派的

不锈钢门、平坦宽敞的停车场、清新怡人

的绿化……经过近半年的美丽家园综合

整治，惠南镇东城社区的红光花苑等 4
个老旧小区面貌一新。

家住红光花苑 69号楼的范卫英，在

小区住了十多年。这次美丽家园综合

整治，消除了小区里的脏乱差状况，让

她感觉特别舒心。“停车位都翻新了，门

也换了，绿化也种好了，我们很满意。”

她说。

包括红光花苑、时代华庭、乐源城、

欧洲城在内，惠南镇东城社区下辖的 4
个居民区都是建成已有近 20 年的老小

区。时间长了，小区内出现了道路损坏、

绿化缺失、楼道进户门锈蚀、楼梯间墙面

剥落等问题。

这些直接影响到居民“安居”，小区

居民要求整修改造配套设施的呼声日益

高涨。对此，东城社区向惠南镇政府提

出申请，提议由上海南汇新投公司出资

实施整治项目。

经过一系列流程，4 个小区的美丽

家园综合整治工程被列为 2020 年惠南

镇实事工程，由新投公司出资整治改

造。工程于 6 月 1 日正式启动，内容包

括楼梯间涂料刷新、楼道进户门更换、

绿化补种、停车位改造等，其中欧洲城

小区还有雨污水分流纳管、道路整修白

改黑工程。

南汇新投公司相关负责人黄俊奇介

绍，楼梯间的墙面新刷了涂料，楼道进户

门原来是铁的，因为年久锈蚀严重，换上

了崭新的不锈钢门，不仅坚固美观，而且

都用上了智能门禁。

施工改建过程中，施工单位不仅抓

紧工期，还积极协调各方资源，减少对居

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因为涉及四个小

区，2500多户居民，我们在工期上安排很

紧凑。此外，在翻新停车位的时候，我们

也想方设法解决居民的停车问题，疏导

他们到相邻小区或其他公共停车场停

车，并以最快速度完成车位翻新，让居民

尽早恢复正常停车。”黄俊奇说。

如今，面貌一新的小区更加宜居

了。家住 20 号楼的居民沈淑芳告诉记

者，漂亮的小区“怎么看怎么舒心”。

红光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华胜军表

示，后续将做好长效管理，保持整治成

果。“我们会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同时定

期对公共场所进行保洁，维护好绿化，及

时解决居民提出来的各种问题，维护好

这个美丽家园。”他说。

借力区域化党建 整合各方资源服务居民

动迁安置小区更和睦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近日，由市文

旅局主办的“时尚之都，魔力上海”2020“上

海人游上海”网络评选活动，公布入围的

20 条特色旅游线路和 20 个城市好活动。

其中，浦东一条“休闲好去处，动静两相宜”

线路成功入围。

2020“上海人游上海”活动自5月19日

中国旅游日启动至今，覆盖了全市 16 个

区。为了更好地在2021年推出新活动、展

现新面貌，特开展此次网络评选活动。全

市16个区共推出了300余条候选线路、200

余个候选活动。

浦东入选的“休闲好去处，动静两相

宜”线路主要涉及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

景点。度假区除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外，还

有众多游玩项目。在上海薰衣草公园，逢

五、六月份花开时节，满眼都是浪漫的紫

色。错过了薰衣草花期也不要紧，公园里还

有30万平方米的大型人工种植主题花卉公

园，以及玫瑰园、花田小风车和香草科普园，

一年四季都是拍照、打卡的圣地。喜静的游

客还可以在心愿湖里泛舟，或者到风格鲜明

的民宿和主题酒店入住，亲手做披萨、做陶

艺，体验田园风光。亲近过大自然，游客还

能到欧洲建筑购物广场“比斯特上海”购

物，夜晚还能在迪士尼小镇吃吃喝喝，并看

上一场烟火秀，回味一天的奇妙之旅。

入围的线路及活动将在 12 月由各区

文旅部门委派代表参与线下演讲，阐述所

在区的特色线路与活动，最终由媒体评审

团评选出2020年度“上海市民最喜欢的微

游上海特色旅游线”和“最受上海市民欢迎

的城市好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日，“群

星落两岸 共创同城辉——上海浦东·
普陀中国画作品联展”在浦东图书馆

开幕。这是同饮浦江水的浦东、普陀

美协，首次联手举办的文化艺术展览

活动。

此次联展邀请了浦东、普陀区两

区 67 位中国画画家，展出了代表两地

中国画艺术创作水准的百件佳作。参

展作品涉及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的写

意及工笔等多种技法。作品或表现出祖

国江山的壮美；或攻花鸟，写意兼有，彩

墨点点，梅兰竹菊的风骨精神俱在；人

物画作品，更是线条褶痕流畅，神情具

陈。

据了解，参展的既有成名已久的海

派书画名家，如浦东的徐立铨、陆华强、

周青峰、周闻、马海峰，普陀的汪家芳、

张雄伟、恽甫铭、陈睿韬、孙扬，也有一

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实力画家。浦东

美协副主席兼副秘书长周青峰介绍，这

也是继 2015 年宝山浦东中国画联展

后，阔别 5 年的区与区之间的联展，对

于打破地域“小圈子”，在艺术交流中共

同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他也

欣喜地发现：“参展的不再只有那几个

成名的老画家，还出现了许多新面孔。

两个区都在努力为年轻人创造更多表

现的机会。”

此次展览由高东镇文化服务中心等

联合协办。据悉，上海书画院浦东分院

于2011年落户高东后，高东镇为支持浦

东美术事业的发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为艺术家打造施展才华的平台。此次展

览将持续至 12月 9日，浦东美协还计划

未来与上海其他区举办联展。

■本报记者 章磊

曹路镇星纳家园居民区是一个典

型的动迁安置小区，老龄化程度高、外

地来沪人员租住多，居民参与小区事务

的积极性低。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引导

社区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治理？在

区域化党建过程中，居民区党支部整合

各方资源，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贴心

服务，营造出了互知、互敬、互帮、互信

的亲密邻里关系，让小区变得更有温

度。

大学生到社区上“微党课”

11月 25日中午，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的一群大学生，又一次来到了星纳

家园。当天，他们的任务是与小区里的

老党员们一起上一堂“微党课”。

结合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这次微

党课的主题是“回望浦东三十年，砥砺奋

进新征程”。主讲人是金融学类专业二

年级的学生吕照政和梁佳明，两人都是

入党积极分子。

“为了这次微党课，我们有一个团队

共同参与，大家分工合作，有人负责收集

材料、有人负责制作PPT，我们两个则负

责讲课。”吕照政告诉记者。

一个小时的微党课，台上学生讲得

投入，台下老党员们听得也很认真。“我

们年纪大了，不太出去走动，孩子们来给

我们讲讲课，也让我们了解新的信息。”

今年86岁的老党员华莉萍说。

星纳家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钱丽娟

介绍，居民区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结对共建后，共同策划了“微党课”项目，

以线上线下授课、沙龙分享等形式宣讲

党的方针政策。项目不仅给社区里的老

党员带来了新的知识，也给大学生们提

供了一个走进社区、了解社区的平台。

除了到社区上“微党课”，大学生们

还经常利用专业优势，给社区居民讲解

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颇受居民喜爱。

华莉萍告诉记者，中老年居民对金融知

识不了解，容易上当受骗，“听了孩子们

的课以后，警惕性就提高了。”

能够给居民带来这样的好处，负责

该项目的金融工程专业二年级学生吴

双利很有成就感。“事实上，我们学生

也从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提升了专

业素养。”

共建单位助力社区治理

以区域化党建为纽带，整合资源服

务居民，打造有温度的社区，这是星纳家

园多年来采取的一个社区治理模式。钱

丽娟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与居民区结对

共建的单位已经达到 27 家。这些单位

出资金、出资源、出人力，开展义诊、义

卖、助学、助残、助老等各类公益活动。

孩子放学早，小区里的上班族夫妻

没办法照看，共建单位曹路打一小学

“认领”了这个难题，在“家门口”服务站

推出快乐“星”阅读项目，由志愿者老师

带着放学后的孩子们一起阅读学习；针

对居民有医疗健康咨询方面的需求，共

建单位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来

到小区开展义诊活动……

钱丽娟说，星纳家园还有个“微心愿

资源库”，引导共建单位投身公益事业，

帮助困难家庭实现心愿，几年下来已完

成近 300 个微心愿，让困难群体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80后”居民小丁，因为遭遇车祸落

下残疾，此前长时间待在家中，与社会脱

节。2018年，居民区与共建单位金海文

化艺术中心商谈，为他安排了一个图书

馆的志愿者岗位。如今，他每周四天前

往图书馆做管理员，不仅与社会有了更

多接触，还有了一份收入，整个人变得比

以前乐观、开朗了许多。

钱丽娟说，后续还将进一步发挥党

建联盟的作用，凝聚各方资源更好地为

居民服务，同时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

社区，参与社区治理，营造一个邻里更

和睦、更有温度的社区氛围。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入围特色旅游20强 打破“小圈子”艺结两区67位画家

浦东普陀首次举办中国画联展

美丽家园综合整治惠及2500多户居民

老旧小区换新颜 居民“怎么看怎么舒心”

共建单位定期来小区开展公益菜市，方便了居民。 □星纳家园居民区党支部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