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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商报讯 记者黄澄
献报道：昨日，记者从顺控
交投获悉，碧南立交建设已
进入“扫尾”阶段，预计将
于3月全线通车。景观工程
项目总体进度为40%，东北
象限公园进度为80%，4月
完成全部绿化工程。

碧南立交位于碧桂路与
南国路相交处，是顺德区重
点工程和顺德东部中心城区
的门户项目。项目建成后，
碧南立交将成为一座交通便
捷、展示城市形象、舒适宜
人的城市景观枢纽立交。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部
署，顺控交投公司抢抓节点
建设进度顺利在春节前完成
C匝道开放通车，为节后迅
速复工复产，夺取“开门
红”打下扎实基础。

此外，碧南立交景观提
升工程设计内容包括立交桥
底绿化、道路中分带绿化及

原停车区改造的公共绿地，
目标是打造一座展现区域形
象、融入城市环境、造型创
新优美、体验舒适宜人的城
市景观立交桥。

记者了解到，碧南立交
东北地块建设主题是打造一
个可呼吸的都市绿地，将成为
一个开放式公园绿地，形成都
市中的“森林”，同时满足附近
市民休闲健身的需求。

在施工现场，建设者们
正抢抓节点建设，种植绿化
苗木、完善交通设施。路边
一排排姹紫嫣红的树木非常
靓丽，宫粉紫荆朵朵跃上枝
头，为春日美景增添了几分
活力。

顺控交投方面表示，项
目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接
下来将继续积极履行国企责
任和担当，以过硬的工程质
量向社会各界交出一份满意
的答卷。

珠江商报讯 记者叶芝
婷摄影报道：昨日，乐从健
共体在顺德率先成立医务社
会工作管理委员会，将通过
制定工作服务标准、建立服
务资源库等举措，探索打造
医疗卫生领域社会治理共同
体，推进和谐医患关系建
设，让医疗服务变得更有温
度。

医务社工是在医院和医
疗卫生机构中为患者提供心
理关怀、社会服务的专业社
会工作者。作为乐从健共体
建设的牵头单位，乐从医院

从2015年起引入医务社工
服务，启动顺德首个镇街医
疗卫生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历经8年实践探索，乐
从医务社工服务逐步实现由
单一服务到综合发展，由健
康助手到健康促进成员转
变，从临床个案服务到社区
健康促进延伸，有效融入群
众健康管理网络之中。

数据显示，乐从医院这
些年来开展了“手足情深
医社联动”等14项服务项
目，服务覆盖患儿、孕产
妇、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

等群体共计3万多人次，群
众总体满意度达到 96%以
上，累计获得197万元资金
支持。2019年，该院获评
全国人文建设品牌医院。

医务社工是医疗服务的
重要补充，推动服务向专业
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显
得尤为重要。有了前期的有
效探索，乐从健共体往前再
迈一步，在顺德率先成立医
务社会工作管理委员会，以
期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来打磨
出医务社工服务精品项目。

医务社工管委会聘请了

专家顾问，今年将在制定工
作服务标准和规范、推进服
务需求专题调研、开展学术
交流活动、建立服务资源库
等方面着手，提高医务社工
服务质量，进一步推进和谐
医患关系建设，让医疗服务
更有温度。就在当天，广东
省继续教育项目《医“社”
融合，慢性病患者“全链条
全人”基层健康管理服务新
模式》学习班开课。

乐从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郑华婴表示，乐从健共体医
务社工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将

能促进医务社工工作在乐从、
乃至顺德进一步培土生根，助
推区域内社会工作服务标准
化建设和人文医院建设。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医
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总干
事关冬生认为，医务社工工
作正成为健康中国战略重要
组成部分，顺德在构建医务
社会服务体系上走在前列，
取得了一定成效。他期待顺
德、乐从能在打造医疗卫生
领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上，摸
索并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
顺德经验。

珠江商报讯 记者胡露
报道：3月16日，大良以水
兴城办清岸执法组拆除位于
大良河旁新滘六街5号的违
建（构）筑物，拆除面积约
280平方米。拆除现场，各
部门井然有序，依法依规对
违建（构）筑物进行清拆。

自顺德区第十四次党代

会上提出“坚持以水美城、
以水兴城，重塑水韵凤城魅
力，打造美丽中国标杆”以
来，大良街道积极推进清岸
行动，坚持“四先四后”的
治水原则，对河涌边建
（构） 筑物进行全面摸排，
逐一仔细核查违章建筑，确
保不多拆、不错拆。自清岸

行动启动以来，共出动执法
人员8220多人次，入户落
实清拆前期宣传3184次并
派发宣传单张4260份，发
出协助调查通知书 26 份，
发出限期拆除通知书 833
份。经过一年多的清岸落实
推进，现已拆除违建物
1033 处 ， 拆 除 面 积 达

96875.51平方米。
现时，大良街道正全力

推进新滘、大门的清拆行
动，其中新滘社区已拆除辖
区 内 违 建 物 99 处 ，共
8068.14平方米，剩余35处
建（构）筑物约1000多平方
米正在有序推进中。大良街
道为实现还岸于民、还绿于

民，清岸行动势在必行。清
岸不是目的，美化并推动河
岸空间重塑，提高城市生活
品质才是以水兴城的最终目
的。接下来，大良新滘社区
将有序推进“清岸”后的“美
岸”建设，让水清、岸绿、
景美常伴群众左右，切实提
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感。

珠江商报讯 记者杜达
雄 通讯员何海萍摄影报
道：“僵尸车”长期占用公
共停车资源，不仅影响道路
通行和市容环境，还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为进一步营造
良好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
优化静态交通秩序，连日
来，顺德公安交警深入开展
交通大整治攻坚战，针对主
干街路和背街小巷“僵尸
车”占用道路资源等进行集
中清理。

近日，有群众通过“顺
德交警”微博举报，称在容
桂街道文峰北路有三辆“僵
尸车”长期占用公共停车
位。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
前往处置，发现三辆停放在
停车位上的汽车锈迹斑斑，
车身及车窗布满灰尘，轮胎
也已瘪气。民警经核查发
现，三辆车均已达到报废标
准，且没有有效联系方式，

于是对车辆进行拖移。
与此同时，在均安沙头

白莲路，民警在巡逻过程
中，发现路口停着一辆粤X
号牌小型面包车，该车内堆
放着杂物，车身布满灰尘，
严重影响居民出行。据附近
居民反映，这辆面包车在这
里已经停了一年多，并没挪
动过。执勤民警通过查询该
车信息，联系上车主，车主
表示自己在外地工作，会尽
快通知亲友帮忙将车开走。
3月14日，交警电话回访附
近居民，得知车主已经将车
辆挪走。

据介绍，为改善辖区道
路交通环境，顺德公安交警
建立“僵尸车”常态管理工作
机制，对辖区道路进行排查
清理，民警通过巡逻排查及
群众举报的“僵尸车”，科学
安排警力，把长时间占用公
共停车位的“僵尸车”或停在

路面长期无人使用、维护的
车辆作为整治重点，通过电
话等方式及时通知车主限期
自行处置，劝导督促其办理
车辆报废手续。对联系不到
车主的“僵尸车”，在主次干
道上影响交通秩序和市容市
貌的，交警统一进行拖移。

据统计，今年以来，交
警部门共拖离“僵尸车”
47辆，劝离长期占道停车
的机动车 49 辆。交警提
示，请广大车主积极配合交
警部门工作，对达到报废条
件的车辆及时依法履行报废
手续，避免车辆被强制报废

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接下来，交警部门将联

合各镇街、社区等加大对
“僵尸车”的整治力度，规
范城区道路秩序，消除交通
安全隐患，缓解群众停车难
的问题，努力为市民构建文
明交通环境。

监控器
“变”台灯底座

网购商品货不对板，网店构成
欺诈被判赔偿

乐从的张先生（化名）网购“家用远程
监控器”，到货却是“台灯底座”，如此货不
对板，商家还拒绝退货退款，张先生万般无
奈，将网店诉至法院。3月15日，顺德法院
发布一宗消费维权案件，涉案网店虽已退
款，但因其行为构成欺诈，最终被判处向消
费者作出赔偿。

案情回顾：

发现货不对板，退货退款屡遭拒

张先生通过某网购平台购买了某网店的
“家用远程监控器”，价款为107元。然而，
张先生收货后当场检验，发现包裹中的货物
竟是一个台灯底座。张先生向交易平台进行
投诉后，该网店重新进行了发货，但物流信
息显示所补发商品寄往了非张先生提供的地
址。

张先生再次向网购平台投诉，在平台的
介入下，张先生发起退货退款的申请，并将
网店发来的台灯座寄回给网店，但该网店竟
然以退货的货物与发货的货物不符为由，拒
绝收货，货物又被退回给张先生，网店也拒
绝退款。

无奈之下，张先生再次要求平台介入，
并根据平台的处理，再次发起退货退款申
请，在仍被网店拒绝的情况下，平台最终直
接将货款退还给张先生。事后，张先生以网
店构成欺诈为由，诉至顺德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故意非法占有货款，
网店行为构成欺诈

经法院审理认为，该网店向张先生发送
与订单完全不符的商品，所补发商品的收件
信息又显示收件地址为外省，签收人也非张
先生，网店从未就上述发货与约定不符、补
发货物与送达地址不符等明显违反合同约定
的行为给予任何解释。而在买家申请退货退
款时，又予以拒绝。

另外，在该商品的客户评价中发现，多
名消费者反映有类似遭遇。由此可见，该网
店向张先生发送与订单不符的商品并非偶然
疏忽所致，而是在缔约时即不存在履行合同
的意思。

该网店既不交付网购商品，又拒绝向客
户退款，虽最终在网购平台的介入下，张先
生收到了退款，但退款并非该网店主动作
出，可认定该网店在进行本次交易时存在非
法占有货款的故意，即对消费者构成欺诈。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的规定，法
院判决该网店向张先生赔偿损失500元。

文/珠江商报记者谢意 通讯员顺法宣

陈村镇开展基础党务素质提升
系列课程

随学随考打基础
以考促学助提升

珠江商报讯 记者陈艳冰 通讯员张慧敏
李颖诗报道：“上完课之后，我对工作中关于
发展党员、党籍管理等基础党务有了更多的
认识，随堂考试也拿到了92分的成绩。”3月
14日，在陈村镇党建办开展的第二期2023年
党务工作者培训班上，来自南涌社区的党务
工作者林韵婷通过培训，收获满满。

为进一步提升党务工作者党务和党建工
作水平，今年3月陈村镇党建办开展了两期
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对全镇村居、机关、

“两新”以及战线单位的120余名党务工作
者进行业务培训。

培训邀请了党建指导员进行授课，围绕
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发展党员、党员教育
管理、党建阵地建设、党组织换届选举流
程、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党群先锋队建设、

“三会一课”制度、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
党员、党内统计等十个方面展开业务交流。
重点结合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较多的案例，
如“三会一课”的记录规范、保留党籍与恢
复党籍流程、党员志愿书的填写规范等，进
行重点讲解。

培训还搭建起互动交流平台，鼓励基层
党组织做好经验分享和做法总结，取长补短
促进党建党务整体提升。

今年的党务工作者培训增设了“随学随
考”环节。试题分单选、多选、判断等题
型，各学员也认真对待、严谨作答。

碧南立交预计本月全线通车
4月完成全部绿化工程

乐从健共体在全区率先成立医务社工管理委员会

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

大良还岸于民、还绿于民

拆除近280平方米违建物

让“僵尸车”动起来
交警持续开展交通大整治

碧南立交预计本月全线通车。/受访单位供图

交警在处理“僵尸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