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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韩春华 ）

日前，

广州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社区居民委

员会全面实行弹性工作制度的通知，要

求自本月起，在全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全

面实行弹性工作和预约办事制度，并鼓

励有条件的村参照执行。

通知表示，实行弹性工作和预约办

事制度要求各社区居民委员会除正常

上班时间外， 在星期六上午（8:30~12:

00） 安排 1 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值班，

并建立预约办事制度，方便有紧急特殊

需求的群众， 在工作日的非工作时段

（ 中午

12:00~14:00

和晚上

20:00

前）

或

星期六上午

（

8:30~12:00

）

预约办事。 当

值社区专职人员可在下周一补休半天，

确因特殊情况不能补休的，另行安排时

间。

社工要提高综合工作素质

番禺区桥南街福景园社区居委会

主任吴国盛告诉记者，由于每次值班同

事不固定，有些不在其平时工作范围内

的业务可能存在不熟练的情况，目前居

委正在制定相关的业务操作流程给值

班人员参考。“接件是没问题的。我们居

委的方法就是，能办的先办，能处理的

事情先处理。 处理不了的，先接件，工作

日处理好后复给居民。 涉及系统和后台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街道正在协调，最

快本周就能落实执行。 ”

越秀区北京街都府社区居委会主

任郑小姐表示， 正式的弹性工作制度

于 1 月 5 日开始实行。 实行弹性制度

的话， 对社工的综合工作素质有提高

的要求， 过去社工工作人员是专线负

责， 现在则需要所有内容都要了解和

涉及。 下一步， 居委会将安排各线的

社工进行工作交流， 互相学习， 同时

在居民预约登记服务前， 先了解清楚

预约服务内容， 务求能够一次过， 为

居民办好事， 少跑腿。

方便上班族去居委办事

有居民认为， 实行弹性工作制度，

对上班族方便不少。 番禺居民文先生

说：“你上班，他们也上班；你下班，他们

也下班；一直以来，上班族去社区办理

事情大多要请假。 推行弹性工作制度，

让我们可以错开上班时间去办事，这个

做法值得推广。 ”也有居民表示，平时办

事会直接去街道办事处，有对应的专业

工作人员；全面实行弹性工作制度未免

有些浪费人力，建议在个别真正有需要

的社区先推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阳辉 实

习生 凌雪敏 通讯员 交宣）

发现

自己爱车被套牌了， 目前统一由

违法处理中心受理。昨日，记者从

广州交警部门获悉， 为实现套牌

车报案群众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目

标， 广州交警下一步计划实现假

套牌网上报案、受理。

据介绍，2018 年以来，广州交

警在陆续投放 1000 台“好易自助

缴费终端”，市民可以通过“交管

12123”手机 App、广州市公安局

网上车管所、“广州交警 e”微信公

众号、等 8 种方式，快捷自助办理

非现场交通违法行为。 据统计，

2018 年市民通过自助渠道快捷

办理的交通违法业务占总办理量

的 74.7%。

广州交警表示， 目前报案人

因车辆被套牌向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报案的， 机动车登记地在

广州市或违法发生地在市区的，

原则上统一由广州交警违法处理

中心违法处理大厅负责受理。 机

动车登记地在花都区、番禺区、南

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

（ 以

下简称新六区）

或违法发生地新

六区， 由新六区的各交警大队负

责受理。

报案人在报案时应当提交以

下证明、凭证：（一）报案人的身份

证明。 报案人不是机动车所有人

的， 应当同时提交机动车所有人

的身份证明和书面委托说明；

（二） 被套牌机动车的行驶证、车

辆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三）

载明机动车号牌被套用基本情况

的书面报案材料， 包括套牌车辆

的违法时间、违法地点、违法行为

等；（四） 被套牌车辆车身 3R 彩

照（

正前、 正后、正左、正右，共四

张，如有天窗，请打开天窗后再照

相

）。

市民在套牌报案后， 可以拨

打 12345 查询涉嫌套牌的交通违

法是否撤销。据悉，为实现套牌车

报案群众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目

标， 广州交警下一步计划实现假

套牌网上报案、受理，预计在 2 个

工作日内可完成受理。

信息时报讯（记者 郭苏莹）

昨日，广

州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发布网购消费提

醒，数据显示，2018 年第四季度，市工商

局专业分局共受理涉网消费投诉 3569

件，涉及争议金额 291.47 万元，成功调解

2835 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88.93

万元。 据统计，受理的投诉中有 66 件涉

及商品类消费，3503 件涉及服务类消费。

小心“海淘”售后无保障

消费者张先生在某购物平台购买了

一台某品牌的吸尘器（国际版），使用 4

个月后开始出现故障， 经品牌中国售后

检测是电池质量问题， 但被告知国行版

可免费维修， 国际版需支付更换电池的

费用，张先生遂向工商投诉。

调解人员在调解中发现， 商品页面

确有商品不支持国内联保的提醒，《消费

者告知书》中也有明示“消费者购买的境

外商品适用原产地标准， 在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危害或损失以及其他风险， 将由

个人承担”。但消费者称自己下单时并未

注意到上述提醒。 考虑到张先生是首次

购买海淘商品， 对海淘商品的特殊性不

够了解，经调解人员调解，企业做了适当

补偿，双方达成和解。

足不出户即可购买全球好货， 看似

方便快捷，但七日无理由退货不能适用、

配套的售后服务没有保障， 实则存在风

险。网络所在消费调解实践中发现，部分

消费者对国外品牌盲目崇拜， 不顾风险

提醒，直到权益受损才幡然醒悟。很多消

费者网购时容易受美轮美奂的图片及广

告语引导并作出决定购买， 殊不知商品

页面的详细信息才至关重要， 尤其是非

易耗品更应重点关注其售后说明。 消费

者网购前应一定要详细审阅， 对细节不

明晰的应主动咨询客服人员， 评估风险

后谨慎购买。

网购记得留证据避纠纷

消费者李先生称其通过某购物平台

购买一双鞋子， 穿着一段时间后便脚趾

发炎。因商家未及时回复，李先生未经商

家同意便强行将鞋子寄回， 但并未收到

退款， 商家亦不愿赔偿李先生所诉求的

医疗费用。调解过程中双方进行了举证，

消费者提供了医疗凭据， 商家提供同款

鞋子的质检报告。 商家表示仅凭消费者

提供的医疗凭据难以判定其脚趾发炎是

由上述鞋子造成。

工商部门表示， 李先生原可以与商

家协商将鞋子交由共同认可的质检机构

检测来获取更加充足的证据， 但消费者

已将商品寄回， 而商家表示消费者并未

通过正常退货流程退货，商品丢失。消费

者在没有留足证据的情况下自行处置了

重要的物证，以致后续举证不足，难以实

现其诉求。李先生未能保留物证等证据，

导致消费争议产生且调解难度较大。 后

虽经调解，商家作出让步，对李先生进行

了退款，并予以一定心意补贴，但实际上

存在商家不让步的风险。 消费者遇到消

费纠纷时，要牢记自己的举证责任，妥善

保管证明材料，在调解人员介入之前，积

极与商家协商解决， 同时整理好证明材

料，以备不时之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廖

培金 梁艺凌 ）

市场商铺占道经营，居民

觉得卫生差，有居民觉得方便，谈不妥怎

么办？ 找社区居民议事厅，协商解决。 昨

日，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获悉，截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广州市实现 1144 条村、

1581 个社区协商议事工作全覆盖，多方

多层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初步形成。

广州市民政局介绍， 社区居民议事

工作聚集了村

（ 居）

民最为关注的热点、

痛点和难点问题，指导村

（ 居）

委会建立

健全了村

（ 社区）

协商事项目录清单，通

过村

（ 居）

民议事厅提交村

（ 居）

民代表会

议进行商议和表决。 各个社区普遍建立

了吸纳多方多层广泛有序参与的协商机

制，从原有村居“两委”干部、村

（ 居）

民代

表等比较单一的主体， 扩展到基层政府

部门、党员代表、驻村团队、驻村律师、非

户籍居民、物业公司、社区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者等共同参与。截至目前，全市城

乡议事机构成员共有 73916 名， 其中党

员 30828 名，非户籍人员 2498 名，少数

民族人员 102 名， 企事业代表 2002 名，

业委会成员 1058 名。

截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广州市实

现 1144 条村、1581 个社区协商议事工作

全覆盖。 而 2017 年以来，全市城乡社区

累计开展议事协商 27129 次， 决策事项

34960 项，执行事项 32966 项，执行率为

94.3% ； 落实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事项

3977 个，涉及资产总额 16.02 亿元。

本月起，非工作时段可到居委办事

周六上午及工作日中午12:00~下午2:00、晚上8:00前，居委须安排专人值班

发现假套牌报案

将可网上报案受理

广州市实现城乡社区议事工作全覆盖

全市共有7.3万名城乡议事机构成员

市工商局专业分局上季度受理涉网消费投诉3569件

为消费者挽回损失近190万元

海 珠 区 南

华 西 街 龙 武 里

社区议事会。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