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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东莞路径”——

实践站成为家门口的精神家园
非遗传承、国画技巧、矛

盾化解、文化学习、心理辅导
……一场场热闹活动的背后，
是东莞努力打通宣传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
践。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跟
随广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媒体采访团一行，赶赴东莞长
安、麻涌、中堂等镇走访，在
这里，记者一行看到一粒粒新
时代文明实践的种子正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焕发出强大
的生命力。

截至目前，东莞全市共建
成镇街（园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 33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2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400多个，实现了市镇村
广泛覆盖。

记者走进东莞麻涌大步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看到：在图
书室内，非遗传承国风团扇制
作正如火如荼进行，参加制作
培训的是一群来自村里的老太
太；一墙之隔的画室里，培训老
师则在给村民们教授国画“柿
柿如意”的基本画法技巧。

退休干部闻锐铭今年 67
岁，他年轻时曾做过老师，如今
是站里的一名宣讲员。他告诉
记者，站点求真务实，把党的声
音通过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
方式传递给群众，让群众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比如在公园
里、榕树下，通过通俗的语言结
合生动的事例，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将
党的声音及时传递给群众，增

强群众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和实践认同。

站点针对群众需求，结合
本土特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开展活动，如每年举办省级非遗
活动“大步巡游”、夏季缤纷营、
敬老千叟宴；每季度举办的长者
生日会、颖拓书墨；不定期举办
百姓宣讲活动、“学习强国”学习
交流会、共享读书月、端午念乡
情、中秋分享会等，线上线下结
合，以群众乐意接受的形式，在
互动与触动中，把文明实践的春
风吹到群众的心坎里、吹到生
产生活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践
站村干部带头，以“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的形式，为居民、企
业、商家等送服务送温暖，做到
抗疫不停步，服务“不打烊”。

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长安
分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矛盾纠
纷化解正生动上演。东莞市民曾先
生在长安镇涌头村东莞庆宝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宝马车，提车
后发现商家赠送的行车记录仪有损
坏，但商家却拒绝保修，双方因此事
发生纠纷。记者到访当天，调解员邓
嘉成正在对这起纠纷进行调解。经
过一番苦口婆心的调解后，双方达成

一致协议。
曾先生告诉记者：“我觉得挺

满 意 的 ，他 们 同 意 帮 我 维 修 。 我
觉 得 这 个 平 台 挺 方 便 的 ，起 码 能
维护我们的权益。”而东莞庆宝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先生
也 表 示 ：“ 以 前 没 有 这 个 平 台 ，我
们 和 投 诉 人 之 间 的 联 系 、沟 通 难
免 会 有 些 矛 盾 ，现 在 有 调 解 员 在
中间缓和，我们的沟通感觉变得愉

快了很多。”
“通过参照相关法律法规，还有

双方陈述的事实综合考虑，期待达到
双方心理的一个平衡，如果大家都能
接受，就算调解成功。”邓嘉成告诉记
者，分局寓服务于监管，开展特色文
明实践活动，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服
务好“六稳”“六保”大局，实现文明
实践更富活力、更有成效、更可持续
发展。

活动贴近市民生活

注重实效

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化解矛盾

更好传播党的声音通俗易懂

东莞中堂镇自2018年 11月
被选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首批省级试点单位之一，截
至目前，该镇已开展 2300 多场
次实践活动，服务群众 40 多万
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堂镇
潢涌村，通过打造“文明积分进
万家”活动，不仅营造了全民参
与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还让当
地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
真正的实惠。

据介绍，从2019年1月开始，
潢涌村把“文明户评选活动”与推
行“文明积分进万家”全民行动结
合起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内容和《潢涌村村规民约》，制定
《潢涌村文明积分评选文明户标
准》，采用积分制方式评选文明户、
文明户标兵、最美家庭。

平时，本地村民和外来务工

人员都能凭借参与文明实践活
动或者从事志愿者活动累计积
分，年度内积分可以换取电饭
煲、茶具等礼品。积分排前五名
的新莞人，本人子女可获得潢涌
小学或中堂镇第二幼儿园入学
名额一个。实施以来获得文明
积分奖励460人，更有 3名外来
务工人员通过文明积分实现了
子女入读公办学校。

2019 年 ，该 村 涌 现 出 了
3619 户 文 明 户（占总户数的
97.2%），59户文明标兵户和3个
最美家庭。

通过推行“文明积分进万
家”活动，潢涌村走出了一条乡
风文明的新路子，进一步提高了
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
约束能力，实现了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的同步提升。

激发更多人参与热情分数激励

市民在
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学
习插花

在东莞长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民俗大师指导小学生学习剪纸

文/羊城晚报记者 唐波 谢颖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
道：根据此前公告，中国人民银行
定于 11 月 5 日起发行 2020 年版
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新版 5
元纸币保持 2005 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5元纸币规格、主图案、主色
调、“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国徽、
盲文面额标记、汉语拼音行名、民
族文字等要素不变，优化了票面
结构层次与效果，提升了整体防
伪性能。

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
纸币与现行 2005 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 5元纸币有哪些不同？从目

前央行透露的信息来看，新版 5
元纸币正面中部面额数字调整
为光彩光变面额数字“5”，左下
角和右上角局部图案调整为凹
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印图
案。左侧增加装饰纹样，调整面
额数字白水印的位置，调整左侧
花卉水印、左侧横号码、中部装
饰团花、右侧毛泽东头像的样
式。取消中部全息磁性开窗安
全线和右侧凹印手感线。背面
左上角和右下角局部图案调整
为凹印对印面额数字与凹印对
印图案，调整主景、面额数字的

样式，票面年号改为“2020 年”。
“2020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5

元纸币与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
币 50 元、20 元、10 元、1 元纸币
和 2015 年版 100 元纸币的防伪
技术及其布局形成系列化。”上
述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总
体来看，新版 5 元人民币应用的
防伪技术更加先进，布局更加合
理，整体防伪能力较现行 5 元纸
币有明显提升。

2020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元
纸币发行后，与同面额流通人民
币等值流通。

毗邻深圳的东莞长安镇，经济发展连续
多年排名全市首位，而其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方面的探索，也令记者大开眼界。从全镇实
践中心到下面的多个实践点，除了传统的宣
讲和展示，更加注重群众的互动参与，既在精
神文化层面提高了市民们的获得感，又实实在
在为大家解决了实际问题。

长安以位于镇中心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为核心，在全镇建成 35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100 个实践点，形成辐射全镇的“1+35+100”宣
传服务网络。镇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位于
长安镇图书馆 5楼，占地面积为 1350 平方米，设
有传习堂、云讲堂、宣讲课堂、科普课堂、文化课
堂、心灵课堂等功能室，可供开展文化交流、艺术
教育、理论宣讲、主题讲座、科技普及、心灵关怀、志
愿服务等各类活动。

10月 29日当天，记者一行走进实践中心看到，
包括插花、剪纸等各种培训正在火热进行。市民赖
女士退休之后来到了长安，跟儿子一家居住。她告诉
记者：“平时没事就过来培训，志愿者都很热心，感谢
政府给我们一个学习和互相交流的机会。”

记者了解到，长安正培育“一核多元”志愿者队
伍。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总队为中心，按
照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互动、共建共享的服务模式，常态
化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教育、科技法律、普法宣传、卫生
体育等群众服务活动。

在长安镇宣传教育文体旅游办公室主任蔡少霞的
带领下，记者一行来到长安镇中心小学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这个全镇最基层的服务点，依托“莲花山下—城市文
化空间”，大力开展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培育践行主流价
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文明建设、大力提升科
普技能等工作。

记者了解到，“莲花山下—城市文化空间”位于学校大
门口，平时这里既是家长接送孩子的地方，也是看书、培
训、休闲的场所。记者到访时，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志愿者
培训。长安中心小学老师林冬梅正在给一些家长们交流
授课。一名学生家长说：“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家长老师
可以一起探讨各种问题。”

旅客航空里程被盗刷
航空公司也要担责

新闻
下午茶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道：近日，明星被盗刷
航空里程的事件频现，引发不少旅客担忧。自己
长期累积的航空里程，该如何保证安全？律师提
醒，如果发现自己航空里程被盗，可报警处理。

一般而言，旅客以身份证、手机号注册航空公
司会员后，每次飞行都会累积一定数量的航空里
程。由于航空里程可以兑换机票，不少非法分子
借此谋利。

“之前明星吴磊的航空里程被盗用，是一名粉
丝使用吴磊的身份证号和他自己的手机号码注册
了会员。之后，这名粉丝通过手机号码登录吴磊
的账户，用吴磊累积的航空里程兑换机票。”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吴磊可以到航空公司营业部，凭
身份证将会员卡重新绑定到自己的手机号上，

“这个亡羊补牢的方式也适合其他被冒名注册会
员卡的旅客。”

航空联盟的存在也给盗刷里程提供了“钻空
子”的空间。目前，国际上存在星空联盟、寰宇一
家和天合联盟三大航空联盟，旅客乘坐联盟内任
一航空公司的航班，所获得的里程均可补登至自
己常乘坐的航空公司会员卡内。记者查询发现，
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的里程补登步骤较为
简单，登记人只需凭航班日期、航班号、票号、始发
地、目的地等信息即可完成操作。

记者了解到，旅客航空里程被盗用，航空公司
也要承担相应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相关规定，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发现
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
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有律师提醒，旅客如果发现自己的大量里程被
盗，可以报警处理；不法分子若盗用里程数额较
大，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曾披露一起案例，2018年1
月28日和2月12日，两名旅客乘坐星空联盟成员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公务舱自香港国际机场往
返约翰内斯堡（经停北京）。随后，他们欲在同样
是星空联盟成员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累积里程数，
却被告知该里程数已在另一家星空联盟成员全日
空航空处补登，且部分里程被用于兑换机票。两名
旅客随即将全日空航空告上法庭。

在无法认定补登人的情况下，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于今年5月7日一审判决：由于全日空航空
管理上的漏洞，使旅客的里程为某些不法分子觊
觎，并实际加以利用，侵害了旅客的合法权益，具
有可归责性。在全日空航空网站上所兑换的航班
里程归属于二旅客，该航班里程在航空公司规则下
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全日空航空有义务核查真实
补登人及兑换人的身份，在案件中应承担相应侵权
责任。朝阳区法院判定，该被补登的全部里程数均
构成两名旅客的损失，折价为9237.61元，全日空航
空对此应予赔偿。

案例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消委会联合发布“双11”消费提示

“双11”购物别被假优惠忽悠圈圈生活

5元纸币周四“上新”▲新版5元纸币正面

中部面额数字、局
部图案、水印等作了调
整；左侧增加装饰纹
样；中部全息磁性开窗
安全线等被取消

新版5元纸币背面

左上角和右下角
局部图案、主景、面额
数字的样式等作了调
整 ；票 面 年 号 改 为
“2020年”

▲

“双11”快递旺季首日
广东快递收寄量破亿

羊城晚报讯 11月 1日，
2020年“双11”快递业务旺季开
始。2日晚，记者从广东省邮政
管理局了解到，“双11”快递业
务旺季首日，广东省主要快递
品牌企业收寄快件量突破1亿
件，投递量突破3600万件，当日
处理量达到1.36亿件，创今年单
日快递处理量历史新高，领跑
全国。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方面表
示，今年“双11”从单日购物狂欢
演变为十日甚至半月狂欢，为应
对由此带来的快递业务旺季服
务保障工作挑战，广东省邮政管
理局组织全省各级邮政管理部
门坚决贯彻执行旺季保障工作
方案，全力运行旺季保障机制，
整合全省邮政快递行业力量，最
大限度调配资源，打好旺季快递
服务攻坚战，确保快递业务旺季
保障目标圆满完成。

（林曦 谢武林 阳名福）

促销规则复杂、价格优惠猫腻、
活动套路太多、物流服务不力……

“双11”来临，不少电商的销售套路引
发消费者吐槽。2日，广东省市场监
管局、广东省消委会联合发布“双11”
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谨防定金陷
阱，面对直播购物时要尽量选择正规
平台、保持清醒和理智，在选择“海
淘”或代购境外地区商品时务必做好
疫情防控措施。

直播购物尽量选择正规平台

直播带货是近年兴起的热门促
销方式，特别是今年受疫情影响，

“网红”带货成为一种潮流。有关消
息显示，今年“双11”期间，直播带货
是各电商平台主打的促销模式。由
于直播带货属新兴消费业态，法律
规制相对滞后，责任关系多样复杂，
权责边界不够清晰（主播、商家与平
台之间责任义务难划分），在保障消
费者权益方面容易发生问题，相关

投诉正快速增长。
对此，广东省消委会提醒消费

者，面对“双11”电商平台直播购物宣
传轰炸时，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要尽
量选择正规平台且具有专业选品团
队的头部主播，尽量选择品质保证且
有售后保障的商家和商品，同时不要
被直播间营造的“超高性价比”“热
卖”“抢购”“秒杀”等气氛所感染，避
免冲动下单、盲目消费。

付定金要仔细阅读预售规则

今年“双 11”战线拉长，电商平
台 从 10 月 21 日 就 拉 开 了 预 售 序
幕。通过支付定金的预售消费模
式，以“付定金立减”或“定金膨胀”
等优惠形式进行促销。

为避免财产损失，广东省消委会
建议消费者参与预售活动时，应仔
细阅读预售规则，下单前务必确认
好消费需求，切莫因促销优惠而冲
动支付定金；已下单的消费者要按
照约定时间支付尾款，避免因超期
而损失定金。在支付尾款时还应注
意尾款金额是否与商家宣传的优惠
价格一致。

优惠抢购要谨防“虚构原价”

价格驱动是“双 11”吸引消费者
的最强武器。然而在“全年最低价”

“定金抵扣”“红包补贴”“满减”“限
时抢购”“低价秒杀”等各类优惠活
动背后，消费者还须留意各种“假优
惠”价格陷阱。

一些商家惯用“先涨价再优惠”套
路，看似优惠力度很大，实际与平时售
价相当。一些商家用“虚构原价”、虚
标“划线价”玩“假优惠”把戏。对此，
广东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擦亮眼睛，
提前关注想购买商品，留意平时销售
价格，并在不同平台、商家之间“货比
三家”，以此甄别商品是否真的降价，
避免上“假优惠”的当。

境外商品收货时要严格消毒

随着物流体系的不断升级，“海
淘”“代购”成为“双 11”重要消费方
式。但当前国外疫情控制不乐观，广
东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选择海淘
或代购境外地区商品时，务必要做好
疫情防控措施。根据卫健委、疾控中

心等部门的提醒，对于从国外境外进
口的商品，消费者收货时要做好外包
装消杀。无论是快递外包装，还是商
品外包装，建议都进行严格消毒。

此外，包装箱、包装盒最好及时
丢弃或销毁，尽量不带入室内；接触
物品包装后，要及时洗手消毒；而食
用进口冰鲜、冷冻食品，则一定要煮
熟煮透，尽量热吃。

开设“双11”全天候咨询专线

购物凭证是消费者进行维权时
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消费者在“双
11”购物时，要注意保存促销活动细
则、商品宣传图片、商品订单页面、与
网店的聊天记录、支付信息、物流记
录等网购商品及交易信息，以便发生
纠纷时有利于维权。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广东省
消委会将在11月9日至11月20日期
间设置“双11”投诉咨询专线（专线号
码：020-85597315），全天候为消费者
提供投诉咨询服务。消费者发现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可拨打专线也可拨打
12345政府热线或通过广东消费维权
网、全国12315平台在线投诉。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通讯员 粤消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