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卫华韵 2022.12.2

PUDONG 浦东

5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漂亮小屋服饰店（浦东新区惠南镇西门大街157号）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10115601225006，正本编号：

150029201102230339，副本编号：150029201102230340，经营者：金卫萍，特此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实体店线下预售不该玩“砍单”“涨价”套路
浦东新区消保委从投诉中发现，今

年“双11”期间，部分实体店相较以往出

现了“购物体验不比线上好，陷阱套路

却比线上多”的不诚信经营行为。

消费者杨女士反映，她在线下门店

相中一条裙子。店员表示，由于与“双

11”相应的优惠活动还没有开始，收银机

无法打出相应的小票，暂时无法给与“双

11”的优惠力度。店员建议杨女士可以

采取“预购”方式，先转账给店员个人，店

员为其保留商品，等优惠开始后代替其

付款购买。杨女士十分中意这条裙子，

于是认可店员的操作方式，给店员转

账。等了一周后，杨女士联系门店店员

询问商品，却被告知这条裙子因“原材料

等问题”反而涨价600元，店员表示，要么

补差价600元，要么全额退款。杨女士对

此极为不满，向该品牌售后进行投诉，对

方也不予处理，理由是“没有下单”。无

奈，杨女士只得拨打12315投诉。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与被

诉方取得联系，门店店长承认，近期因

“公司内部原因”，商品确实进行了价格

调整。起初，他们表示愿意赠送杨女士

一些配件表示歉意，但杨女士坚持要求

对方提供商品。最终，在消保委的调解

之下，当初给出承诺的店员个人补齐差

价，杨女士得以以当初的价格购买到了

这条裙子。杨女士表示，虽然处理结果

较为满意，但这家大品牌的购买体验

“实在不敢恭维”，消费体验极差。

近年来，“双11”的“线上线下”差异

越来越小。相较于线上的价格优惠“直

截了当”，线下的优势在于购物体验“更

加走心”。消保委提示经营者，在价格

向线上靠拢的同时，却不能“捡了芝麻

丢西瓜”，服务不能和线上一样“同质

化”，“传统优势”不能放弃，“涨价”“砍

单”套路，还是少学为妙。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童画

企业处于困境，如何兼顾劳动者权益

保障？在检察官和法检的通力协作之下，

一起讨薪案日前圆满结局，9名入职时已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与入职酒店解

决了6万多元的欠薪问题。

今年 9月，浦东新区检察院第五检察

部收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单位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移送的一条案

件线索：2名在某酒店工作的员工因被拖

欠工资，向该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争议仲

裁申请，要求酒店支付欠薪。

但由于2名申请人入职时已经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根据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名申请人主

体不适格，因此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对 2名申请人的请求决定不予受理，这条

维权路走不通。

就在申请人无奈之时，一个来自检察

官的电话又点亮了他们维权的希望。原

来，区检察院检察官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

与 2名申请人取得联系，沟通之下发现有

类似情况的有 9人。他们大多年龄偏大，

文化程度较低，难以维护自身权利。

“虽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但是存在劳务

关系。”检察官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涉案酒店应当及时足额支付拖欠9名劳动

者的劳务费。鉴于他们诉讼能力较弱，检

察官决定支持起诉，帮助他们维权，讨回欠

薪。

之前，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签署了《关于建立保障劳动

者合法权益协作机制的意见》，该意见确立

了关于支持起诉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在决定受理这 9 名劳动者支持起诉

的申请后，检察官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工

作，向 9 名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其

准备起诉材料，并指导他们收集固定证

据，例如“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

作照片”等，以证明劳务关系的存在。与

此同时，为全面了解真实情况，检察官与

酒店方面也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酒店方

承认拖欠工资的事实，但是因疫情、租赁

纠纷等原因，酒店确实短期内无法支付全

部欠薪。

11月 9日，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就

这起讨薪案出庭支持起诉。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不容侵犯，但涉案酒店面临的现实困

难也客观存在，如何兼顾劳动者权益和酒

店实际困难，不让劳动者寒心，也给企业一

次喘息的机会，成为摆在检察官眼前的现

实难题。

庭审当天，承办检察官与承办法官一

起，与涉案酒店进行了6次调解。长达2个
半小时的调解后，双方终于当庭达成和解

协议：酒店分期支付欠薪，并且必须在春节

前支付一部分欠薪，如果逾期支付，9人可

就未付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离开法庭后，9人不停道谢，此时检察

官想得更远：“欠薪到位还需一段时间，靠

打零工为生的他们如何渡过眼下的难关？”

与他们分别后，承办检察官将 9人的情况

和案卷材料移送第六检察部。很快，经过

第六检察部审核，认为他们符合申请国家

司法救助的条件。

“刚刚接到同事的电话，已经通知他们

前来办理相关手续，很快为他们发放司法

救助金。”检察官说：“在这严寒冬日，希望

司法的温度可以为他们送去温暖和慰藉。”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近日，“向上

向善、爱满三林”第十九、二十届三林镇

慈善公益联合捐总结大会举行。

过去两年，共有 186家单位、22万余

人次参与募捐，共筹得善款1165万元，累

计 3万余人次的三林镇百姓获得慈善基

金帮困救助。

三林镇党委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帮

困救助工作，每年动员社会力量，广泛

募集资金，为困难群体及时送去帮助

和温暖。当天，三林镇公布了第十九、

二十届慈善联合捐的“个人公益奖”

“优秀组织奖”“慈善之星”，以此鼓舞

更多慈善力量踊跃参与到三林的慈善

活动中，让弱者不再孤独，让贫者不再

无助。

记者获悉，随着社会民生事业发展，

三林镇慈善基金的用途不断拓展，特色

公益服务项目也在不断创新。已启动的

2022-2023年第二十一届三林镇慈善公

益联合捐活动，将涉及为老小屋、为老助

餐、百岁慰问、春节帮困送温暖、特定帮

扶、上门助浴等 10余个项目。通过一系

列的慈善救助，将解决众多因病致困、因

学致困、突发困难家庭的问题，帮助他们

渡过难关，让他们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与温暖。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11月 29日，

“花木少年说”宣讲团首场宣讲在花木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举行。

“花木少年说”宣讲团的首批12名成

员来自建平香梅中学、华林中学、建平中

学西校、进才实验中学南校、上海市实验

学校东校、进才实验中学。花木街道运

用辖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从这些学校

中遴选 12名优秀学生，组成了这一朝气

蓬勃的少年宣讲团。他们将聚焦青少年

思想困惑和关切诉求，围绕党的理论、党

史国史、形势政策、奋斗故事、精神文明

建设等，以少年的视角、用少年的语言讲

党史、讲故事、讲理论，向身边伙伴及社

区居民传递爱党爱国、向上向善的正能

量。

在首场宣讲中，5 名宣讲团成员依

次以“中国共产党是富于独创精神、勇

于开创新局面的党”“助力引领区，共赴

新征程”“争做创城小达人”“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起

向未来”为主题进行宣讲。他们结合自

身实际，讲述党的发展历程，畅想丰富

多彩的未来，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首秀”。

“虽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但年龄并

不是开展宣讲工作的障碍，我会充分利

用自身优势，从年轻人的视角分享祖国

日新月异的发展故事，做好一名宣讲

者。”宣讲团成员、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

学生尚舒说。

下一步，“花木少年说”宣讲团将在

校园、社区中开展活动，建设青少年理论

学习平台，让更多青少年受教育、受洗

礼，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金丹）

近日，书院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举

办“乐享文明 志愿同行‘文明星期六’”

公益服务首场活动，理发、修鞋修伞、配

钥匙、缝补、磨刀等一些便民服务吸引了

附近居民。

除便民服务区，活动现场还设置了

变废为宝展示区、创建宣传区等。为了

增强大家对文明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活

动还邀请大、小朋友们拿起画笔，发挥想

象力，描绘出对文明创城、环境保护、安

全出行等内容的理解以及对美好环境生

活的向往。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小朋友们很

喜欢，寓教于乐，作为家长我希望他也能

养成乐于帮助他人的好习惯。”参加活动

的吴女士说道。

书院镇文明办负责人介绍：“‘文明

星期六’活动定于每月第二周开展，希望

通过活动壮大志愿服务的新生力量，让

志愿服务理念深入人心，人人争当文明

风尚的参与者、宣传者，一起助力全国文

明典范城区创建。”

据了解，为更好地营造温暖、和谐、

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近年来，书院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一直致力于发挥

文明实践阵地资源优势，努力探索贴近

民生、接地气的品牌载体，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

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符佳）11月29日，浦东

复旦附中分校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全校师

生济济一堂，聆听著名物理学家、上海交大

李政道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

张杰院士关于宇宙物质起源与演化最前沿

的科学发现与思考。

出乎大家意料，这个看起来应该“非常

理科”的讲座，却是从篆书版的屈原名篇

《天问》开始。张杰带领全场一起朗读：“遂

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他告诉学生们，两千五百年前，屈原

就发出了中国人追寻宇宙奥妙的千年之

叹。此后的岁月里，中国人从没有停止过

对宇宙的好奇和探索。

“我们的地球是太阳系中一颗不大的

行星，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系四千亿颗

行星中也不怎么出奇，而我们的银河系在

整个宇宙里也相当渺小！”张杰告诉浦复师

生，李政道先生有一个观点：在宇宙中地球

和人类是偶然的存在，但正因为有了地球

和人类，我们这个宇宙才变得如此美丽、如

此有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

邀请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走进校园和

师生面对面交流，这样的场景，本学期在

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几乎每周都会出现。

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虞晓贞介绍，学校

营造积极创新、博观学术的氛围，开学 3
个月来，已邀请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

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为浦复

师生开讲近十场“大学微课”。未来一个

月里，还将有 4场讲座。科学家严谨的治

学风范、人文学者睿智的人生思考，点亮

了浦复学子的学术梦想；一位位近在咫尺

的学界楷模，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点灯

人。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中铁四

局新建沪通铁路站前Ⅶ标项目经理部一分

部与属地祝桥高永村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暨“企地一家亲，共建上海东”党建联建

活动，结成企地发展共同体，共同推进工程

建设和祝桥镇的发展。

作为列车维护、保养的基地，上海东动

车所是沪通铁路二期建设的重要内容。东

动车所占地面积 64.1万平方米，主要包括

动车存车区、动车运用所、综合维修工区等

功能场所。为支持工程建设，高永村积极

推进征地拆迁、民事协调等事项，确保项目

红线用地如期交付，为动车双线特大桥以

及上海东动车所各项工序顺利推进打下了

坚实基础。

站前Ⅶ标项目经理部一分部与高永村

将通过设立党建联建工作室、实施双向服

务机制等方式，为工程建设创造良好氛围，

进一步实现党建资源共享、社会责任共担、

和谐稳定共促、城市文明共创。

本报讯（记者 朱洁）11月30日，中国

航海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中国南海博

物馆等 6家单位发起成立“郑和文化场馆

联盟”，为弘扬郑和文化、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地走向世界提供有力支撑。

郑和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是中外文

明交流的和平使者，也是航海文化的鲜明

标识。15世纪初，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

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

话。

据悉，郑和文化场馆联盟将加强郑和

相关特色文物资源、重大考古成果、优秀民

族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展示和宣传力

度，以郑和文化为抓手，努力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

后续，联盟将启动郑和下西洋 620周

年文物大展、郑和相关主题系列专家讲座

以及郑和相关文物三年征集计划等具体事

项。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1月29日，交

通运输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联合上海市水

务局执法总队、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等开展 2022年“守护长江口”打击非法采

砂执法演练。

参演单位共出动 4 艘巡逻艇参与演

练，执法人员通过无人机喊话劝阻，同时锁

定目标进行跟踪、指引，4艘执法船艇成功

拦截“非法采砂船”。执法人员联合登船检

查，查实“违法行为”后将涉事船员带回外

高桥基地，接受下一步处理，演练圆满结

束。

随着长江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砂石

需求急剧增加，江砂价格水涨船高，在非法

暴利的驱使下，违法采砂活动日益猖獗，不

仅破坏了航道资源，损害航道通航条件，给

长江口航道安全畅通带来较大影响，同时

还严重破坏长江口生态环境，影响长江口

河势稳定、滩槽稳定。

为确保长江口航道安全，长江口航道

管理局推动建立了长江口打击非法采砂联

合监管机制，与水务执法、长航公安、海事

等单位强化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数据共

用、联合行动。通过“采、运、销”全链条执

法打击，全面遏制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

内的非法采砂行为。

让劳动者“安薪”不“忧薪”

“保障劳动者权益协作机制”解欠薪案

三林镇两年募集善款1165万元

逾3万人次获慈善救助渡难关

“花木少年说”宣讲团成立

进学校社区 传播向上向善正能量

书院“文明星期六”营造友爱氛围

“大学微课”点亮中学生学术梦想

沪通铁路项目部与属地党建联建

郑和文化场馆联盟在上海成立

“守护长江口”打击非法采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