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季佳倩

网络购物“中招”、买卖纠纷惹争

议、老年消费者维权……“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临，消费热点问

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消费者

如何避免消费陷阱？如何化解消费纠

纷？区消保委建议，发生商家侵权行

为，如与商家调解不成，消费者应及时

致电“12315”投诉；消费时，应注意保

留相关消费单据。

去年，家住城桥镇的吴女士通过

一家票务网络平台，购买了一张价格

为600元的演唱会门票。在网上付款

后，订单显示成功。然而，门票却迟迟

没有寄来。她多次向该网站反映，要

求退款，但对方一直拖延。眼看真金

白银就要“打水漂”，吴女士很郁闷。

于是，她向区消保委求助，经过调解，

网站退还吴女士购票款。

据了解，2017年区消保委共接到

市民在该网站订票的投诉140件，占

全年投诉量的26.3%。区消保委主动

约谈该网站负责人，为消费者及时挽

回了损失，避免消费纠纷再次发生。

近年来，网购热度不减，消费投

诉也接踵而至。区消保委提示广大

消费者，要选择信誉度较高的电商平

台，同时消费者应多方面核实购物信

息，例如订购票务时，应提前确认商

品或提供服务方的订购信息与真实

经营情况，并注意保存预订单、服务

承诺等电子或文字消费凭证，发生纠

纷后及时致电“12315”投诉或向相关

部门反映。

两年前，市民麻先生购买了一套本

区某开发商开发的住宅。去年1月，他

又购买了该小区的地下车位，并按照规

定，将8万元车位购置款汇入该开发商

账户。此后，麻先生还交付了相关管理

费用。

因新房未装修，麻先生一直没有

入住。4个月后，他前来装修时却发

现车位已被他人占用。原来，麻先生

所购车位一直为出租状态，而他浑然

不知。麻先生多次联系物业，可负责

人都是一个态度：“没法管，你还是找

开发商吧。”开发商则一直推托，不愿

承担责任。协商无果后，麻先生投诉

至区消保委。

经了解，该车位原由开发商委托

小区物业出租，麻先生购买后，由于车

位出售信息未及时告知小区物业，导

致车位仍被出租。经调解，开发商及

物业均承认因工作疏忽而侵犯了麻先

生的权益，并许诺免收麻先生一年半

的车位管理费，三方最终和解。

区消保委表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物

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

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

“麻先生已购车位的权益属于麻先

生所有，小区物业擅自出租已侵犯

了麻先生的权益，麻先生理应取得

相应的赔偿。”区消保委提醒，消费

过程中，因疏忽而引起的纠纷比较

多，消费者一定要做个有心人。在签

订正规的文本合同时，要征询清楚相

关登记、签订流程，还要写入相关补

充条款，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

保障。

另外，近年来老年人消费群体的

投诉也值得关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不少老年人由于缺乏必要的消费

常识和自我防范意识，极易被别有用

心的商家诱骗上当。

不久前，家住绿华镇的秦阿姨接

到一个电话，告知她被抽中免费参观

某养老基地，不仅车接车送，还提供免

费午餐、赠送小礼品。秦阿姨反映，到

目的地后在商家的反复劝说下，她花

7000元购买了一台家用制氧机，可是

该机器没有达到商家宣传的效果，价

格也比市场价高很多，她才恍然大悟

可能上当受骗了。秦阿姨当即提出退

货，可手中只有一张没有公司名称的

收据，销售单位更是无从寻觅。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理

性消费很关键，消费时心细点，千万

不要被商家的各类促销噱头所蛊

惑。”区消保委提醒，特别是老年人，

要增强辨别假冒伪劣产品的能力，

遇到优惠的促销产品或保健品，要

了解清楚，问个明白。万一不幸掉

入“消费陷阱”，消费者在掌握好证

据的同时，要及时与经营者协商和

解，如调解不成，消费者可通过区消

保委、拨打“12315”等途径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谨防网购“陷阱”

要做个有心人

老年群体需关注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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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怡婷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许鹏

本报讯 近日，崇明警方快速破获

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巧合的是，

窃贼与失主同名同姓，且在作案后，竟

大摇大摆走进派出所向民警报警求

助。

3月4日上午，家住新河镇的范先

生向新河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停放在

村口的一辆刚买的电动自行车被盗，

之后，他在不远处发现一男子骑着自

己的电动自行车准备离去，于是奋力

追赶，但最终被其逃之夭夭。

接警后，警方立即开展侦查，以

被害人描述的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

为线索，开展走访排摸。正当民警在

辖区开展侦查时，派出所窗口却传来

了消息。

原来，当日下午，派出所接待窗口

走进一名男子，声称和家人产生口角

和纠纷，请求民警帮忙解决。民警发

现，该男子的衣着、长相和盗窃电动自

行车的嫌疑男子极为相似，立即控制

了该嫌疑人。

落网后，该男子对其上午盗窃电

动自行车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于案发当日

上午，独自一人在一村民家门口“闲

逛”，看见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钥匙未

拔，停放在路边，他一看四下无人，便

起了歹念，驾驶该车离开。不曾想，他

刚刚发动电动自行车，便听到后边有

人追了上来，于是骑上车子夺路而逃，

最终摆脱了追赶。

回家后，该嫌疑人因琐事和家人

吵了起来，便和家人一起到派出所求

助解决，衣服也没来得及换，不曾想，

自己是“自投罗网”。

警方随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描

述，在其楼下找到了盗窃的电动自

行车。而让民警感到巧合的是，该

盗窃犯罪嫌疑人范某竟然和受害人

范某同名同姓。目前，犯罪嫌疑人

范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当前，电动自行车使用量较大，很

容易被窃贼盯上，加之市民朋友安全

防范意识不强，往往将电动自行车随

意停放，或是忘记落锁，或是忘拔钥

匙，给窃贼留下了可乘之机。不法人

员在利益的诱惑驱使下，往往铤而走

险，导致了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的发

生。警方在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的同

时，提醒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市民，注意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莫因一时疏忽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一旦发现可疑人员，

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日前快速破获一起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

窃贼作案后竟到派出所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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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 记者 石思嫣

本报讯 随着天气渐暖，冷空气影

响渐渐进入尾声，回温模式即将开

启。记者日前从区气象局了解到，本周

末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长江口区4-5

级阵风6级，但早晚受辐射降温影响，气

温偏低，温差较大。3月13日起受高空

槽东移影响，又将转为阴雨天气，最高

温度18℃，最低温度在11℃左右。下

周初，阴雨天气再度归来，但气温有所

回升。

气象专家提醒，本周末天气干燥，

市民需补水保湿，安全用火用电，以免

发生火灾。下周崇明天气将出现回暖

趋势，伴有阴有阵雨，建议市民带好雨

具，合理调整穿衣。

垃圾分类学问多

源头分类要做好

下周开启

“回温”模式

老年大学为

夕阳生活添彩

本报讯“老年大学为我们老年人

提供了展示风采的舞台，也是一个充

实自我的平台。”崇明瀛通老年大学学

员武汉卿说，老年大学开设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课程，为他的夕阳生活添彩。

家住中兴镇红星村的武汉卿，今

年85岁，自1994年退休后并没有闲下

来，自学手风琴，到中兴镇阳光之家做

志愿者，还在2008年报名参加崇明瀛

通老年大学的多项课程，丰富自己的

老年生活。

每周最让武汉卿开心的事莫过于

到老年大学上课学知识。在老年大学

里，武汉卿报了英语课，在英语老师陆

菁华的悉心教导下，武汉卿从起初仅

熟知26个英文字母，到能唱英文歌，

还能与外国友人简单交流。不仅如

此，武汉卿还利用所学的英语知识为

上小学的玄孙女辅导英语作业，利用

空闲时光，教授阳光之家的孩子们学

唱英语歌曲。精彩的老年生活，让武

汉卿觉得很幸福。

（上接1版）但是还有一些家庭并未意

识到这一点，无意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不过，在可回收垃圾中，酒瓶等废

玻璃属于低价值可回收物，家庭分好

类后，存在既难卖又占地的难题。这

些物品该何去何从？去年下半年以

来，区经委、区供销社正在筹建低价值

可回收物交投站，以破解这个难题。

记者了解到，由于规划中的交投站建

设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而目前本区

各乡镇的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已全

面推进，为此在区经委、区供销社协调

下，由专业公司改造的临时堆放点已

正式对外运行。截至目前，该临时堆

放点已接收废旧玻璃（瓶）60余吨，有

效缓解了各乡镇废旧玻璃堆放压力大

的难题。 □ 记者 许聪

消费者如何维权 消保委为你支招

本报讯 3月8日，2018第四届中

国?上海崇明樱花节在中兴镇开幕。

本次樱花节以“大家仙境?十里樱花”

为主题，活动将持续至4月30日。

本次樱花节展示的樱花有“福建

山樱花”、“垂枝早樱”、“高盆樱”和“东

京樱花”。为将樱花节打造成具有崇

明特色的赏花节日，期间还将开展摄

影、祈福、交友、植树、培训、骑行等主

题活动。

2018第四届中国?上海崇明

樱花节开幕

□ 通讯员 施玲

春暖花开

崇明邀你看樱花

本报讯 日前，崇明农业招商第一

批拟落地项目专家论证会在区会议中

心举行。首批意向农业经营主体各凭

实力争夺崇明一席之地。

今年年初，崇明区携手市农委在

上海展览中心召开了2018崇明农业

招商推介会，面向国内外推出5万亩

优质规模良田，吸引了一大批优质农

业经营主体参与。

本次论证会邀请了市社科院、

交大农学院、市农科院、市农技中心

等单位的专家，对首批意向主体申

报的投资项目进行论证，并从中筛

选取优，促成意向投资项目尽快落

地。首批意向主体所涉及的投资项

目地块分布在城桥、中兴、竖新、新

河等乡镇，项目包括农旅结合、特

色种植、田园文化和高科技农业开

发等。

论 证 会 采取意向主体项目陈

述、专家现场质询的方式进行。专

家组综合意向主体所提供的项目资

料和现场展示情况，对意向主体的

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科技合作、项

目经验，项目意向投资方案是否符

合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和都市现

代绿色农业发展方向，是否满足“高

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特点，是否

具有“面向市场有竞争力、面向农民

有带动力、面向市民有吸引力、面向

未来有促进力”等特征进行了综合

论证考量。

经研究讨论，最终首批13个意向

主体申报的16个投资项目基本符合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和都市现代绿色农

业发展方向，被专家组一致建议予以

通过。

首批良田获投资意向

崇明农业招商第一批拟落地项目专家论证会举行

□ 记者 石思嫣

【警方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