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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

全体会议举行

晨报讯 上海市退役军人事

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昨天举

行。市委副书记于绍良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

市委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完善政策措施，改

进工作方法，引导广大退役军人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

断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荣誉感、获

得感。

会议指出，要强化《退役军

人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贯彻落

实，加快完善措施办法，加强学习

宣传阐释，推动各项法律政策深

入人心。要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

水平，做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

站点的功能，运用信息化、智能化

手段提供精准精细的服务，切实

把关心关爱渗透到工作各环节，

把服务保障做到位、做到心坎上。

要进一步发挥好退役军人的作

用，让他们在创新创业大潮中显

身手、在思想政治引领上做标兵、

在社会治理中当先锋，更好彰显

价值、赢得尊重。要进一步凝聚强

大合力，建立健全工作格局，积极

营造良好氛围，推动退役军人工

作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

凌希，副市长彭沉雷出席并讲话。

晨报记者 谢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 根据市

商务委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7 天

假期中， 申城零售行业在包括金

银珠宝等在内的多个业态均实现

了销售同比增长 1 ?以上。

记者昨天走访了解到， 由于

今年春节长假遇上了 2 ? 14 日，

再加上金价相对稳定， 黄金饰品

消费市场迎来了一波 “小高峰”。

而随着新春促销接近尾声， 各大

黄金柜台下一轮力度较大的折扣

活动可能得等到 3 ? 8 日妇女

节。

昨天中午，南京路步行街上

依旧热闹非凡，还未正式上班的

市民出门“错峰”逛街，已经开工

的白领们也趁着午休出来兜兜马

路，记者注意到，步行街上各大百

货商场、金店银楼也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金“打样”。

刘女士带着母亲和女儿一起

出门逛街，在位于新世界城 1 楼

的老凤祥柜台挑选饰品，拿起一

只铂金戒指试戴了一下，接着又

看中了一只银色的小手镯。“节

假日里比较忙，干脆等过完年了

和家里人出来逛逛，现在金价不

算高，就来看看有没有挑得中的

首饰。”刘女士说。

多个金饰品牌的店员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销售情况很是不错。

例如英皇珠宝柜台 7 天销售额

就突破了 100 万元，到了昨天，

大部分热销的牛年生肖类饰品基

本都已售罄，“比如这款貔貅坠

子，因为采用了特殊的纳米技术，

可以通过中间的小珠子看到里面

‘恭喜发财’四个字，比较特别所

以人气也很高。春节前我们备了

不下 10 个，现在就剩最后一个

了”，柜台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

初一到初三柜台有每克减 100

元的活动，大受顾客欢迎的同时

也带动了很多镶嵌类珠宝的销

售。

热销款断货的情况也同样出

现在周大福的柜台，据负责人介

绍，消费者在春节期间大多还是

更倾向于购买传统金饰，其中又

以生肖类产品为主，“比如这款

牛年小吊坠，很早就卖完了，今天

刚刚补货，新到了 2个。”

除了饰品，金条也是不少投

资爱好者每年春节的“必买品”。

中国黄金柜台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期间他们卖的最好

的还是金条，“有的顾客是固定

每年过年来买一点，也有顾客是

考虑到金价下跌买了能够保值。

再加上今年春节我们还有比较少

见的金条每克减 4 元的活动，是

个入手的好时间。”

记者注意到，昨天中国黄金

实时基础金价为 371.1 元 / 克，

相比金年近 450 元 / 克的 “高

位”的确下降不少。足金价格也

不过 480 元 / 克不到，而在金年

夏天，这个价格曾经一度逼近

600元 / 克的“大关”。

金年春节，因为疫情的缘故，

各行各业都经历了一波难熬的

“寒潮”。今年新春，在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市民们重新

走上街头“买买买”，也让整个消

费市场“旺”了起来。新世界城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即使相比

2019 年春节，今年的黄金销售情

况依然表现得更为抢眼，“虽然

游客比往年少了，但留在上海的

人更多了，再加上人们购买黄金

还是更喜欢到线下实体店来挑

选，所以的确卖得很不错。”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由于近

阶段黄金价格趋于稳定，考虑到

黄金的保值属性，再加上长假效

应，都是推动消费的主要原因。记

者获悉，随着春节假期的告一段

落，部分金饰类品牌的新春促销

活动也接近尾声，下一波大力度

的折扣预计要等到 3 月 8 日妇

女节。

投资金条抢手、热门金饰卖断货……金价下跌促销给力

春节黄金销售攀上“小高峰”

全市街道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体系

功能建设推进会举行

晨报讯 全市街道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体系功能建设推进会昨

天举行。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在会

上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

理念，进一步提高站位，坚持系统

观念，突出“实”的导向，做好

“融”的文章，为走出一条符合超

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基层党建新

路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阵地支

撑。

于绍良指出，要深刻认识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功能建

设是走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

重要一环，是践行党的诞生地使

命担当的具体抓手，是建设人民

城市的务实行动，是提升党建引

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之

举，要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在比

学赶超中创造更多好做法、形成

更多好经验。

于绍良指出，要加快新空间、

新领域、新区域的党群服务中心

（站点）建设，推动已建阵地布局

更合理、运行更规范、政治引领功

能更强。要立足实践管用、基层爱

用、群众受用，按需设置服务功

能，因地制宜、各具特色。要以集

约化形式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党

群服务中心与各种基层阵地、民

生服务项目开放共享。要强化多

元参与，强化党员群众评判，不断

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让党群服

务中心成为党员群众主动参与、

大力支持、深受喜爱的阵地。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文

容作工作部署，副市长彭沉雷主

持会议。

记者 李晓明

晨报讯 2021 年春节长假期

间 （2 月 11 日至 17 日下午 15

时），全市各级消保委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1266 件。“就地过年”催热

本地消费需求，其中文化娱乐体育

服务、餐饮和住宿服务、交通运输服

务位居服务类投诉的前 3位。

受疫情影响，对于就地过年的

人们来说，除了逛街聚餐，影院观影

是欢度假期、休闲娱乐的不二之选，

加之 2020 年春节期间影院全面关

闭的缘故，消费者蓄积的消费热情

在 2021 年春节被极大释放，投诉

量也随之大幅上升。

春节长假期间，全市各级消保

委共受理文化娱乐体育类投诉

172 件，其中，电影票及影院放映

类投诉 122 件，增长较快，消费者

反映的主要问题有：购买的电影票

无法退款或改签、误填信息联系客

服无果、通过平台购买的电影票无

法兑换等。

疫情之下，“减少出行，居家消

费”使得“宅经济”需求不断增长，

从网购、外卖、生鲜电商到网游、直

播、短视频等，备受消费者青睐。由

于网络消费存在间接性和虚拟性，

导致消费者无法掌握全部真实信

息，相关行业投诉量持续增加。

其中，网购服饰、食品及网络游

戏投诉较为集中，春节长假期间，全

市各级消保委共受理服装、鞋帽类

投诉 136 件，消费者主要反映商品

质量问题、实际与描述不符、售后服

务不佳等；食品类投诉 90 件，消费

者主要反映发货不及时、缺货退款

慢、货不对板等。

春节长假期间，全市各级消保

委共受理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

99件；交通运输服务类投诉 97件。

晨报记者 李晓明

2021 年春节长假期间 ， 长三

角地区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深

化 12315 协同联动机制，畅通公众

诉求渠道， 加大监管维权力度，优

化节日市场消费环境。 假日期间，

三省一市 12315 系统共接到投诉

举报 17071 件 、 解答咨询 18161

件。

其中上海市接到投诉举报

8748 件、解答咨询 6039 件；江苏省

接到投诉举报 1800 件、 解答咨询

4452 件；浙江省接到投诉举报 4903

件、解答咨询 2314 件；安徽省接到

投诉举报 1620 件、 解答咨询 5356

件。

在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大量

外来务工者就地过年等因素牵动

下，今年春节长假期间，长三角三省

一市 12315 投诉举报接收总量

17071 件, 消费升温带动相关领域

公众诉求活跃。

从涉及消费方式看，线上消费

诉求占 66%，线下消费诉求占

34%；从涉及行业领域看，主要集中

于一般食品、服装鞋帽、餐饮和住

宿、家居用品、销售服务等领域；从

反映问题看，主要涉及经营者售后

服务、合同履行、产品质量、广告宣

传、价格收费等方面问题。

面对疫情防控大考和经济重启

压力，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坚持

以一体化思路和举措强化协同协

作、抓实联防联控、促进共建共享，

市场消费环境总体平稳有序。

假日期间，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12315 热线平台共接收各类投诉举

报 8748 件，解答咨询 6039 件。其

中，服装鞋帽（1086 件）、一般食品

（1038 件）、销售服务（624 件）、

互联网服务（623 件）、通讯产品

（525件）等投诉举报量居前。

一是“留沪过年”牵动本市长假

消费诉求相对活跃。长假期间，本市

市场监管投诉举报接收总量达8748

件，消费领域维权诉求相对活跃。

二是食品和餐饮类诉求相对集

中。长假期间，涉及一般食品类投诉

举报 1038 件、餐饮住宿类投诉举

报 514 件 （其中有关年夜饭诉求

115 件）。主要反映食品配送不及

时、疑含异物、价签不符、网上订送

餐失约、年夜饭预订落空、提货券不

能使用等。

三是线上消费类诉求相对集

中。长假期间，涉及线上消费类诉求

占投诉举报总量比重达 82%，其中

在线购物、在线文娱、在线销售等方

面诉求相对集中，主要反映网购服

装鞋帽、网购计算机和通讯产品、网

购家居和家电产品、宽带接入和电

竞网游等方面消费纠纷。

四是售后服务和合同履行等方

面问题相对集中。长假期间，涉及售

后服务和合同履行类诉求占投诉举

报总量比重达 56%，主要反映经营

者售后三包服务不到位、履约践诺

不及时等。

目前，上述投诉举报均已转送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和消保委协调处

理。

热门款貔貅吊坠（一排右四）只剩最后一个 /?报记者 谢

春节假期长三角 12315 接投诉 17071 件

“留沪过年”拉动消费
投诉举报也“活跃”了

“就地过年”催热文娱消费
春节档电影退票难投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