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动态

吉林：
“双减”相关消费纠纷可维权

为落实“双减”意见，科学
引导课外培训消费， 吉林省消
费者协会郑重提醒广大消费
者：“双减”意见细研读，消费纠
纷可维权。

合同无法履行， 解除变更
自由。 对于已经签署培训合同
的消费者， 可与经营者进行协
商，变更履行方式，重新确定合
同约定内容； 也可协商解除合
同。 协商不成可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
同，并免除当事人责任。

事先功课做足， 签署合同
无忧。 一是关注培训机构资
质，家长可在“全国中小学生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
上查询培训机构的相关信息。
二是了解师资情况，确定提供
培训服务的老师具备相应的
教学资质。 三是针对自身需求
理性选择培训课程， 不跟风、
不攀比，提高风险意识。 四是

对合同的重要条款进行认真
阅读，培训合同中出现的“公
司保留最终解释权”“协议一
经签订，概不退款”等“霸王条
款”会依法被排除在合同范围
之外， 对消费者并不产生法律
上的约束力。

培训机构违约， 留存证据
维权。 按照“双减”意见查看已
报培训是否符合最新政策要
求，及时联系培训机构，确定是
否变更合同履行方式或退费。
同时要增强自身维权意识，及
时留存证据， 发现培训机构存
在违规、违法行为，可通过“全
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服务平台”进行投诉举报；或是
直接向教育部门、 市场监管部
门等有关行政部门反映； 发生
消费争议的， 还可以请求当地
消协组织进行调解， 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据中国吉林网）

“8月12 日 21 时，成都市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成都市各级党组织动员 5300 余支
党员志愿服务队、近 10 万余名党员志愿者星夜驰援，及时建立阵地、亮出旗帜、

投入战斗，让党旗在‘疫”’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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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成都党员志愿服务队
作用充分发挥

出征：机关党员
志愿服务队集结“疫”线

使命所系，初心使然。 成华
区直机关 200 余名机关党员主
动联系街道社区，组建了“党员
义工·隔离志愿服务队”11 支。
“我志愿加入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冲
锋在前，全力以赴，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铿锵有力的誓
言，无私无畏的勇气，吹响了机
关党员干部志愿服务队冲锋陷
阵的号角。“艰难而难忘的两天
一夜，入户走访、排查登记、运
送物资……我看到了党员集结
的强大力量！ ”一名刚入职的选
调生干部写下这样的志愿服务
日记。

既当监督员，又当战斗员。
青羊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深
入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同
时， 发动机关干部组建志愿者
服务队，深入社区抗疫第一线，
与社区干部一道开展点位封
控、人员信息核实登记、核酸检
测等工作， 不怕疲劳、 连续作
战。 同时， 紧盯疫情防控重点
开展监督巡察， 及时发现并督
促整改问题 13 个，切实筑牢疫
情防控基层防线。“疫情防控
是头等大事， 党员干部责无旁
贷！ ” 青羊区纪委监委一名机
关干部说。

据成都市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成都各级机关共 600
余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主动请缨

到一线， 极大地提升了基层一
线抗疫力量的士气和战力。

坚守：社区党员
志愿服务队温暖民心

“莴笋、西红柿、青椒、米
……”8 月初的一天， 东部新区
葭新社区党员服务队队长张
建琼把刚从菜市场买来的新
鲜菜蔬送到居家健康管理居
民家门口。 在疫情发生后，张
建琼和服务队队员个个连轴
转，或是给医务人员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或是上门通知核
酸检测， 或是协助维护秩序，
或是帮忙为居家健康管理的居
民购买日用品。

“请出示天府健康码并
测量体温。 ”在东华电脑商城
门口， 身穿红色志愿背心的
老党员王洪钰和田淳，正在认
真地对进入卖场的人员进行
疫情管理。作为玉林街道南虹
村社区“忆华西”老党员志愿
服务队的队员 ，7 月 28 日这
天， 王洪钰和田淳在卖场轮
流值守了 8 个小时。 田淳说：

“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 退休
之后， 还能发挥余热为大家
做好服务， 自己也有满满的
收获感！ ”

据了解，成都 3039 个城乡
社区迅速转化为 3039 个阻击

“阵地”，3700 余支党员志愿服
务队就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筑牢疫情联防联控第一道
防线。

支援：专业志愿服务队
发挥专长

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
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迅速
吹响防疫集结号， 支部书记王
柯皓带领唐建、赵明阳等 10 余
名“小牛哥”在完成物流配送工
作后， 不顾高温炎热天气和疲
惫，紧急集结奔赴莲花逸都、东
恒国际等辖区核酸检测站点，
全力协助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
人员做好体温检测、 搬运物资
等志愿服务工作，参与 6000 余
人的核酸检测秩序维护， 一对
一免费为居家隔离人员送餐、
送菜和购买生活物资。“您好，
请提前准备好身份证。 ”“请全
程佩戴好口罩， 检测时听从医
护人员指挥。 ”检测现场，“小牛
哥”积极热情、耐心细致地为居
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各项服
务， 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和
医务人员， 有效提高了核酸检
测效率，社区群众纷纷“点赞”。

由成都美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组建
的 26名“抗疫先锋服务队”，历
时 3天， 每日顶着 38摄氏度高
温，站立近 12小时。成都新兴领
域集结了 500 余支专业领域党
员志愿服务队作为机动力量，及
时派往疫情防控最需要的地方。
张弛之间，成都“两新”组织迅
速建立专业化的防控网络，汇
聚起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据新华网）

党员服务队队员在菜市场买菜

青岛：
推出志愿服务“网约”模式

青岛市城阳区依托全国首
个文明实践积分平台， 创新推
出了志愿服务的“网约”模式，
通过百姓点单、志愿者接单、中
心派单、群众评单、积分奖单的
工作流程， 推动志愿服务走向
精准化、便利化和品牌化。

“所谓志愿服务的‘网约’
模式，就是单位、团队通过我们
的志愿服务网约大厅线上发布
志愿服务需求， 中心系统会立
即将需求向方圆 3 公里内的注
册志愿者发送。”城阳区志愿服
务中心负责人王升解释说，志
愿者接单后， 参加志愿服务活
动每个小时获得 2 积分， 申请
积分时，需要志愿者签到、签退
并上传活动开始时、活动中、结

束时 3 张照片， 由志愿活动发
起团队或单位进行审核认定。
每次活动， 志愿团队和志愿者
获得志愿服务对象星级好评可
再积 1 分。这种模式形成了“点
单、派单、接单、评单、奖单”的
工作闭环， 真正实现了群众需
要什么，志愿服务就提供什么，
从而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更精
准也更有温度。

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7 月
3 日城阳区文明实践积分平台
上线以来，共有近万个单位、个
人通过平台进行了点单， 平台
共接单 7931 个，服务群众 3 万
余人次， 有效弥补了公共服务
供给不足。

（据《光明日报》）

湖北：
加快推进“幸福家园”村社互助项目

近日， 湖北省民政厅会同
省文明办、 省发改委、 省财政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
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幸
福家园” 村社互助项目的实施
方案》，提出到 2024 年底，项目
平台在全省各村（社区）基本普
及，支持村（社区）实施慈善项
目超 2 万个， 力争实现项目筹
款超 10 亿元 ， 受益群众超
1000 万人次。

2018 年， 在湖南省民政
厅、湖南省扶贫办指导下，湖南
省慈善总会发起实施“幸福家
园”村社互助项目，支持全省村
（社区）依托互联网公开募捐信
息平台发布慈善项目， 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村（社区）共建，促
进慈善资源与需求对接， 为乡
村振兴汇聚慈善力量。 截至
2021 年 5 月，项目平台已激活
全省 17 个市、州村社互助基金
超 1.2 万只，发布村（社区）慈
善募捐项目 6000 余个，累计筹
集善款近 3.6 亿元。 项目实施
两年多来， 一大批基层基础设
施建设、困难群体帮扶、疫后恢
复重建、基层社会治理、乡风文
明建设等慈善项目相继落地实
施， 为我省乡村振兴作出了积
极贡献。 2020 年 9 月，中华慈
善总会将“幸福家园”村社互助
项目向全国推广。

（据《湖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