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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社区团购服务规范》即将发布

今后团长开团前要先报备

消费者权益日践行诚信

上海市黄浦区台居阁工艺品商店 广告

“非常感谢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

解决了我们办学点运行的难题！ ”云南福贡

县教体局局长孙运欢激动地说道。

为了让高中阶段适龄青少年有更多的

学习渠道，福贡县教体局与怒江州民族中等

专业学校共同开办了福贡县中等职业办学

点，此举填补了福贡县历史上无技术学校的

空白。 但办学点成立后， 每年运行需要近

200万元的资金却成了一个难题。

驻福贡县的上海援滇干部得到消息后，

马上将此情况向与福贡县结对帮扶的浦东

新区南汇新城镇进行了汇报，发出了援助的

请求。 为了进一步了解办学点的情况，确保

帮扶的效益，去年年底，南汇新城镇镇长朱

旭明来到福贡县办学点，详细了解招生生源

背景、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课程设置、学校未

来发展规划思路等情况。 朱旭明表示，南汇

新城镇与福贡县是结对帮扶关系，我们有义

务更有责任帮助福贡县抓好人才教育，建好

人才队伍，助力福贡县的建设与发展。

据了解， 福贡县办学点设立了汽车维

修、烹饪（中式烹调）、饭店（酒店）服务、电子

商务、供用电技术 5 个专业，以市场和就业

为导向，采取校企合作，定点培养等方式，每

年将向社会培养、 输送技术人才约 200名。

(吕廷栋)

沪滇协作：南汇新城镇为边疆学子搭建成才平台

随着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

入， 民众的消费方式从传统的出门

购物，到蓬勃发展的线上消费，日益

熟悉的消费场景也渐渐地从商业区

延伸到社区。近年来，上海的社区团

购得到迅猛发展， 给居民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中，商

品质量不稳定、 虚假宣传、 以次充

好、价格欺诈等情况屡见不鲜，消费

者的投诉也较为集中。

而即将发布的《社区团购服务

规范》，将促使社区团购走上一条规

范化管理的道路。

根据规范要求， 今后从事社区

团购经营活动的主体必须要属地化

注册、实体化经营；其次，团长在开

团前须到属地指定的消费维权联络

点进行报备，以便对团长的身份、团

购的内容以及后续服务、 消费者反

馈进行全过程的监管； 对于团购的

品质，还将开展社区“放心消费”的

认定工作， 包括线上线下消费环境

认定以及对社区团购商品、 服务的

认定；为保障社区团购的资金安全，

还将采取建立保证金机制度及社区

团购的先行赔付机制， 将社区团购

的资金监管也纳入整个放心购机制；

同时对团长的资质也提出了更明确

的要求，团市委、上海商学院、上海市

就业促进中心、中国（上海）创业者公

共实训基地等部门将联合开展团长

资质培训、认定及创业能力孵化。 将

来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相关

媒体端口来查询团长资质、报备情况

及团购商品的信息，还可直接进行消

费维权投诉及维权跟踪。

会上，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上海市在线新经济标准化联盟授

牌设立了“消费维权联络站”，负责

开展全市社区团购消费维权联络点

的建设工作。

联盟与上海邮政开展合作，计

划今年在全市 300个邮政网点设立

消费维权点， 受理社区团购的报备

及消费投诉，并整合其他公共服务，

打造社区便民综合服务站，形成“一

点 n站”模式。今后社区团购的消费

维权点将逐步覆盖到上海的所有街

镇社区， 建立以社区为核心的消费

维权网络体系， 逐步实现团长实体

化、实体网格化、网格数字化、数字

标准化、 标准体系化的上海社区团

购新模式。

综合自上海新闻广播 上观新闻等

锯木条、钉钉子、搭架子……在

大人的指导下， 十多个小朋友齐心

协力，“泥巴厨房”、木滑梯等一件件

作品出现在浦东新区永泰花苑自由

游戏花园里，300 多平方米的“童悦

空间”成为儿童嬉戏的乐园。

浦东新区自 2016 年试点缤纷

社区建设，2018 年实现全覆盖。

2022年，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新区规划资源局与区妇儿

工委办以“童悦空间”为主题，以“微

更新、微治理、微干预”为抓手，将浦

东新区儿童友好实施项目和缤纷社

区建设有机结合， 使得缤纷社区建

设聚焦的公共要素由原先的 9 类

（即口袋公园、街角空间、运动场所、

活力街巷、慢行网络、林荫街道、公

共设施、艺术空间、透绿行动）增加

到 10 类， 也让缤纷社区的建设更

加丰富多彩。

新区规划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

吕民介绍，“童悦空间” 建设是缤纷

社区建设的专题提升，是跨部门、跨

学科合作探索的尝试， 也是持续推

进“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延伸。

2022 年，各街镇克服困难，已完成

超过 10 个儿童友好空间项目建

设。 聆听孩子心声、尊重儿童需求，

是儿童友好空间项目建设的初心。

新区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儿童们感受到社区生活的幸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 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

中心主任刘悦来认为， 社区花园是

儿童友好城市的自然起点和象征

物。“每个人都有社会治理的责任，

这有助于实现更加高效、 可持续的

社会治理。 ”

作为国内首个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领域的城区层面规划导则，《浦东

新区儿童友好城区规划导则》 已于

今年年初发布。 新区将优化缤纷社

区规划师制度， 通过社区规划师专

业指导设计， 助力营造一批具有标

杆性、 影响力的儿童友好空间。 今

年， 新区规划资源局与区妇儿工委

办继续以“童悦空间”为主题申报了

新区为民办实事项目，“童悦空间”

建设年度目标为年内完成 10 个儿

童友好项目。 截至 2 月底，已完成

两个项目， 其他项目正在稳步推进

中。

摘编自《浦东时报》

市房屋管理局近日介

绍，前期建设筹措的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已逐步进入

供应阶段，预计全年新增供

应量在数万套（间），相关项

目将陆续在随申办 App“我

要租房”服务专栏中展示。

浦发有家康涵社区、屿

果公寓松江醉白池店等是

近期上海计划供应的部分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据介

绍，浦发有家康涵社区项目

位于浦东新区周浦板块，由

7 幢高层住宅、3 幢多层住

宅、1 幢商业楼组成， 共有

保障性租赁住房 1451 套。

月租金总价方面，一室户在

2300至 2600元，一室一厅

在 3000 至 3200 元， 一室

两厅在 4300至 4700元。

屿果公寓松江醉白池店

项目毗邻松江大学城、 松江

新城， 共有保障性租赁住房

房源 1872套，项目挂牌为上

海市人才公寓、 松江区 G60

人才公寓。该房源为精装修，

家具家电配备齐全， 可拎包入住；配

有健身区、会客厅、休闲区、篮球场、

书吧等，定期举办社群活动。 项目租

金水平为 2585至 6163元 /月。

“十四五”期间，上海计划新增

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 47 万套

（间）以上，到“十四五”期末累计建

设筹措总量达到 60万套（间）以上，

其中形成供应 40万套（间）左右。截

至 2022 年底， 上海保障性租赁住

房已累计建设筹措 38.5 万套（间），

达“十四五”期末规划量的 64%；累

计供应 22万套（间），达“十四五”期

末规划量的 55%。

今年， 上海将继续加大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筹措和供应力度，全

年计划新增建设筹措 7.5 万套

（间）， 相关任务指标已经分解落实

到各区。 符合条件的对象可通过随

申办 App“我要租房”服务专栏一站

式办理在线看房选房、申请预约、合

同网签备案、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

房租等业务。 文汇报

浦东持续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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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市民社区团购的合法权益，促进社区消费

环境的高质量发展，近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召开的消费维权联络点（站）授牌大会上传出消息，本

市首部《社区团购服务规范》即将发布，相关监管制度

也在调研听证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