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闻 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吴大海 / 美编 黄国栋 / 校对 何绮云要 A5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燕红、
通讯员粤疾控报道：9 月 13 日，
广东省疾控中心及广东省教育
厅联合发布诺如病毒呕吐物处
置指引科普素材。“指引”明确，
近两年，广东省诺如病毒感染在
秋冬季呈高发态势，各类学校 9
月开学后发生诺如病毒感染暴
发疫情的可能性高。当学校发
生诺如病毒感染病例呕吐时，应
由接受过培训的教职员工进行
规范处置，不得由儿童（学生）执
行，严防因处置不当造成病毒扩
散或疫情蔓延。

诺如病毒是一种肠道病毒，
属于急性传染性疾病。它可引起
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等症状，传
染性比较强，目前还没有疫苗和
特效药。

诺如病毒传播途径多样：接
触了病人的呕吐物或排泄物；间
接接触了被呕吐物或排泄物污染
的物品；食用了被诺如病毒污染
的食物；饮用了被诺如病毒污染
的水等。诺如病毒感染属于自限
性疾病，多数患者发病后无需治

疗，休息两三天即可康复，少数患
者呕吐或腹泻症状严重时应及时
就医治疗。

学校、幼儿园等人群聚集场
所，是出现诺如病毒感染聚集性
疫情的高发地。广东疾控建议校
园防病做到以下几点——

学生健康管理，做好学生个
人健康管理、严格落实晨（午）
检、因病缺勤查因等工作；厨工
健康管理，加强对厨工的健康管
理，制作食物和配餐过程中要佩
戴口罩、做好手卫生，有消化道症
状要暂时调离岗位；饮用水管理，
做好饮用水的管理，定期清洗、消
毒滤网和二次供水设施做好饮用
水管道维护，师生饮用水烧开后
饮用；环境清洁消毒，注意开窗
通风和环境（门把手、扶手、电梯
按钮，马桶按钮等）高频接触部
位清洁消毒；病例管理，一旦出
现呕吐、腹泻症状的病人，要立
即就医并隔离，根据“指引”做好
呕吐物处理，做好清洁消毒。病
例持续增多应立即向主管部门
和属地疾控机构报告。

不在山边水边建
设超高层建筑

我国超高层建筑的建设使
用，在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推动
建筑工程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近年来，一些城市攀比
建设超高层建筑，盲目追求高度
第一、形式奇特，脱离实际需求，
抬高成本投入，加剧能源消耗，
加大安全管理难度。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地相
关部门审批 80 米以上住宅建
筑、100 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
目时，应送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征
求意见，以确保当地消防救援能
力相匹配。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确需新建 150 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的，应报省级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审查，并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城区常住
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确需新建
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省级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结
合抗震、消防等专题严格论证审
查，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
复核。

《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地要
统筹谋划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建
设，相对集中布局。严格控制生
态敏感、自然景观等重点地段的
高层建筑建设，不在山边水边建

设超高层建筑，不在城市通风廊
道上新建超高层建筑群。不在
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世
界文化遗产及重要文物保护单
位有影响的地方新建高层建筑，
不在老城旧城的开发强度较高、
人口密集、交通拥堵地段，新建
超高层建筑。

实行超高层建筑
决策责任终身制

在政府投资方面，《征求意
见稿》要求，各地应严格落实政
府投资有关规定，一般不得批准
使用公共资金投资建设超高层
建筑，严格控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国有企事业单
位投资建设 150 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严格控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国有企事业单
位投资建设 250 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征求
意见稿》要求实行超高层建筑决
策责任终身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城市新建150米以上
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以上城市新建 250 米以上超
高层建筑，应按照《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13 号），作为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报城市党委政府审定，实行责任
终身追究。

住建部拟出台新规：

不得新建逾500米超高层建筑

省疾控中心、省教育厅：

秋季易暴发诺如病毒疫情
学校应规范处置病例呕吐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绮曼报
道：9月13日，羊城晚报记者从广
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海
丝博览会将于 9 月 24 日至 26 日
在广州广交会展馆A区举办。

本届博览会设置国际合作交
流、国际平台和品牌、外贸基地等
3个综合展区，以及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丝路电商、进口食品等4
个专业展区，展会面积达 7 万平
方米，参展企业超过 1000 家，同
期举办超过 40 场合作交流配套
活动。其中，主题论坛将于 9 月
24 日在越秀国际会议中心同期
举办，设 1场主题大会、5场平行
分论坛和4场配套活动，包括“一

带一路”院士论坛等。
博览会期间，来自美国、加拿

大、古巴、墨西哥、俄罗斯等64个
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形象展位，
比上届增加了13个国家和地区。
23个亚洲、13个美洲、13个非洲、
12 个欧洲、3 个大洋洲等国家和
地区带来本地本国知名品牌。

本届博览会首设外贸基地展
区，组织了广州花都狮岭箱包、番
禺首饰等超过 40 个外贸基地参
展。博览会将推出配套活动“广
东省境外经贸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论坛暨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
金融服务措施发布会”，届时将正
式对外发布《支持广东省境外经
贸合作区发展金融服务措施》。

海丝博览会本月下旬开幕
64个国家和地区参展，超1000家企业联袂登场

记者 9 月 13 日从淘宝获
悉，自 9 月 2 日首届大湾区购
物节启动以来，仅美心月饼、
元朗荣华、广州酒家、陶陶居、
澳门永辉这五个大湾区的知
名老字号和传统品牌月饼，在
淘宝、天猫上的总销量就超过
了160万件。

据介绍，首届大湾区购物
节期间，包括美食、美妆、数码、
家电、个护、家居、服装等 100
余个产业带、29.8 万个知名品
牌、1300多万件商品在淘宝天
猫上亮相。其中，粤港澳老字
号成了购物节的一大亮点，不
仅将特有的“广府文化”带到了
全国，更是纷纷释放创新潜力。

“拿着 5 毛钱跑去小卖部
买瓶沙示汽水喝，是我小时候
夏天里最快乐的事。没想到

现在会在大湾区购物
节买到。”9月 10日，在

北京居住的广州人林先生在
天猫上下单了一箱亚洲汽水，
准备和发小一起分享回味。

始创于 1946 年的亚洲汽
水根植于广东，曾是亚洲最大
的汽水厂，上个世纪末一度销
声匿迹。沉寂多年后，亚洲汽
水通过入驻天猫再次进入大
众视野，一跃成为国潮网红，
销往全国。

“沙示汽水特殊的清凉口
味，让很多年轻人觉得新奇。
现在年轻人网购时，常常会调
侃地问我们客服，哪个是红花
油味，哪个是风油精味。”香雪
亚洲CEO何文锋表示，在首届
大湾区购物节期间，亚洲汽水
携手天猫国潮，推出城市文化
限定款“广州靓版”沙示汽水，
成了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无独有偶，作为广府文化
的代表，创立于1880年的陶陶

居联动天猫国潮在此次大湾
区购物节上推出了“可听月”
月饼礼盒。这款月饼的灵感
可追溯至上世纪 30 年代中
期。陶陶居今年进行低盐低
糖的改良，满足消费者的口感
偏好，并配置了黑科技音乐月
饼盒。只要将月饼放置在音
乐盒上，就可以播放有广府特
色的粤曲小调“彩云追月”，在
中秋赏月时获得“可玩、可听、
可赏”三重视听。

“2021 年受新冠疫情影
响，港澳地区与内地往来受到
阻隔，陶陶居的中秋月饼未能
销售过去，但仍有许多华侨在
陶陶居总店购买月饼产品。”
陶陶居方面表示：“陶陶居将
在继承和发展岭南文化特色
基础上，将品牌总体定位向轻
奢化、时尚化、年轻化、
新国潮方向提升。”

广州互联网法院发布175件涉在线教育案件审理情况

报班易、分期贷、退款难？
五招防范在线教育种种套路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在广东督督察察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17批交办

举报件226件

大气99件 水55件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刘梦薇 许晓琪 文亚欣
合同里“暗藏玄机”、学

到中途竟断档停更、申请退
费却“不符合条件”……在线
教育培训有时也让人发愁。
今年 1月，中纪委网站、中消
协等密集点名在线培训服务
乱象问题。昨日下午，广州
互联网法院发布涉在线教育
纠纷审理情况指出，2019年
至今年9月，该院共受理“在
线教育”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 175 件。这其中，有的
搞电话“轰炸”，有的宣称能
帮忙伪造“毕业证”，可谓套
路多多。办案法官表示，走
好五步可避免踩“坑”。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李朋审理过大量“在
线教育”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他介绍，“在
线教育”套路很“深”，感到犹疑时可牢记“防范
五步走”：

——增强维权意识。在报名、签合同、交
学费以及后续上课时均需提高警惕，仔细核实
机构资质和教师资格，在与销售人员沟通交流
时通过文字、照片、录音等方式随时保存证据。

——加强信息收集。可通过官方渠道查看
在线教育机构的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等主体信息来确认该机构是否具有合法资
质。还可以通过加入同学交流群来获取更多信
息，包括报考信息、专业选择、授课质量、师资力
量、发现问题、维权途径等。

——仔细审查合同条款。在签订合同之前
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警惕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和霸王条款。重点关注退费条款和违约责任
条款。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课程。选择课程时
可以综合考虑学时、费用、难易程度。在交费
时要注意看清是否选择了贷款分期。

——合理举证及时维权。当发现权益受到
侵害时，可及时通过 12315 投诉平台投诉举报
等方式维权。当上述投诉与举报途径无法解
决问题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大湾区五家老字号爆卖百万件
通过线上销售渠道，广府文化符号触达港澳、走向全国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广东以来，持续向广州
交办群众来电来信反映生态环
境问题的信访案件。广州市快
速响应，坚持“一事一办、一案一
策”，确保交办案件和群众投诉
及时响应、立行立改。

低空排放油烟扰民？
集体约谈整改

近日，有群众向督察组反
映天河区某小区附近一排数
家餐饮店油烟低空排放，导致
整栋楼都是油烟，无法开窗。
经查，反映的大楼是一栋有着
20余年楼龄的商住综合楼，因
历史原因没有配套设置专用
高空排放油烟管道。

对此，天河区石牌街道办
事处会同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天河分局、天河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到现场核查，对10家餐饮
店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责
令5家产生油烟的餐饮店撤除
产生油烟的加工设备，改经营

无油烟产生的餐饮服务项目。

小区内臭气扰民？
责令修复多处漏洞

近日，有群众向督察组投
诉称，农林下路一商住综合楼
小区内的公共厕所、垃圾收集
点等臭气严重扰民，夜间还有
人随地大小便。接案后，越秀
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到场核
查，发现小区内部分化粪池井
盖破损开裂，生活垃圾临时收
集点作业时有异味溢出。经
了解，小区物管保安和卸货人
员因公共厕所维修，有时夜间
会在小区绿化带内方便。

检查人员立刻要求物管公
司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小区卫
生保洁和夜间巡查，加强人员
教育。日前，小区物管公司已
对大楼化粪池部分开裂的井
盖进行修复，农林街道已组织
工 程 队 对 围 墙 进 行 施 工 修
复。农林街道已撤除小区临
时垃圾收集点。

9 月 13 日，中央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 17 批涉及
环境领域群众举报案件 226 件
（来电 62 件，来信 164 件），其中列
为重点关注案件 24 件（湛 江 4
件，佛山、揭阳各 3 件，惠州、阳
江、清远各 2 件，广州、韶关、梅
州、东莞、中山、江门、茂名、云浮
各 1 件）。

经分析，按污染类型分（部分
交办件涉多种类型），大气 99 件
（占 43.8%），水 55 件（占 24.3%），
噪声54件（占 23.9%），固废37件
（占 16.4%）；按地域和单位分，涉
及21个地级以上市；按数量排序
分，广州 41 件，湛江 26 件，深圳
17件，阳江13件，佛山、惠州、东
莞、中山、茂名、揭阳各11件。

截至 9月 13日，中央督察组
交办举报案件 17 批共 2487 件
（来电 1061 件，来信 1426 件），其

中列为重点关注案件共 217 件；
交办督办案件1件。

目前，全省已对中央督察组
交办的第 1 批至第 10 批共 1155
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
已办结 522 件、阶段性办结 279
件、未办结 354件，责令整改 965
家，立案处罚 202家，立案侦查 9
宗，行政拘留 5 人，刑事拘留 32
人，约谈94人。

中央督察组交办的第 10 批
179 件信访案件中，已办结 79
件、阶段性
办结46件、
未 办 结 54
件，责令整
改 104 家 ，
立 案 处 罚
33 家，行政
拘留 1 人，
约谈7人。 扫码查看具体情况

案
例

民生关注无小事“一事一办”快查改
广州

文/羊城晚报记者 沈钊 图/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记者 孙绮曼

9 月 1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关于加
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各地要严格控制新建
超高层建筑。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城区常
住人口 300 万人口以下城市不得新建 250 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
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12月，中国在线教育
用户规模达到3.42亿。大体
量下，在线教育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广州互联网法院
统计，截至今年9月，该院共
受理“在线教育”网络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175件。其中，
143人开通学费分期贷、分期

贷款，占比81.7%；多家被起
诉在线教育机构本身竟无教
学资格，还宣称能帮忙伪造

“毕业证”……
从时间上看，175件案件

中，2019年为3件，2020年为
12件，2021年（截至9月）已有
160件，增幅明显。从起诉人
的年龄分布看，20岁-26岁占
比最大，有108人，占比61%；

19岁以下29人，占比17%。从
报名课程上看，78件涉行政管
理类课程，37件涉工商管理
类。过半案件涉及的学费位
于5000元至10000元之间，占
55.3%。案件处理上，87件以
撤诉的方式结案，36件以调解
的方式结案，27件正在审理
中，23件以判决方式结案，2件
作驳回起诉处理。

24岁的吴某某报过一个
在线教育培训班。2019 年 9
月 6日，广州恒某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恒 某 公
司”）员工向他电话推销自学
考试培训业务，他当天用微
信支付788元，第二天与该公
司签订《在线网络课程报读
协议》，报读班级类型为“工
商企业管理 VIP 签约通关班
专科”，约定学习周期 36 个
月，教学培训费用 7580 元。
费用支付分为 18 期支付，每
期377.33元。

协议规定：“学员缴费前
请谨慎考虑，无法定或约定

情况的，报名后不予退费。”
如因法定或特殊因素退费，
学员仍需承担培训费、辅导
资料费、退课服务费（培训费
总额×20%）等。吴某某根据
恒某公司的要求，通过“有钱
花”app支付教学培训费用共
6792 元。2020 年 6月 18 日，
吴某某向恒某公司的报读班
负责老师申请退学，理由为

“网课质量太差，无法继续学
习”，该老师回复认为，网课
质量差不符合合同所列的解
除情形，不予退费。

面 对 吴 某 某 要 求 退 还
7580元的请求，法院认为，根

据合同中关于学习周期的约
定，吴某某需要全额支付 24
个月课程的服务费用，属于
预付款式消费。恒某公司提
供的格式条款中关于不予退
费的约定，明显加重了吴某
某的责任，排除了吴某某的
权利，该条款无效。法院认
为，吴某某明确表示不愿继
续学习，双方之间事实上已
出现合同履行僵局的情形，
合同应予以解除。恒某公司
应返还已收取但尚未提供服
务的费用。扣减相关费用
后，恒某公司被判令向吴某
某返还款项5788.85元。

广州互联网法院介绍，一些
在线教育机构声称能帮助年轻人

“圆梦”，实际上却通过“层层套
路”引诱他们掉入“消费陷阱”：

第一层，以夸张广告吸引眼
球、制造焦虑。某些在线教育机
构会通过大量投放广告，运用

“与×××大学合作”“您的4名好
友已抢购成功，点我抢报”等宣传
话术制造焦虑，引诱消费者报名。

第二层，隐瞒真实办学资质，
进行虚假宣传。某些在线教育机
构会有意对消费者隐瞒真实情
况，如没有依法进行审批、登记，
授课教师不具备教师资格等事
实。再制造虚假办学资质、教学
经验、成功案例等，海量投放。

第三层，价格不公开透明、暗
含分期贷款。除此之外，某些在
线教育机构还会利用令人容易产
生误解的价格引诱消费者报名，
而实际上，相关课程均未以宣传

中标示的价格进行过交易。同
时，一些机构还会主动推荐消费
者通过向第三方借贷平台贷款来
负担高价的课程，使得消费者不
仅需要承担沉重的还贷责任，甚
至可能承担个人征信记录不良的
风险。贷款之后会使得消费者陷
入与在线教育机构、金融机构的
三方关系之中，维权变得更加复
杂，申请退课退费变得难上加难。

第四层，合同隐藏格式条款、
霸王条款。一些在线教育机构会
在合同或协议中设置格式条款甚
或霸王条款，如减轻在线教育机
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
费者主要权利等的条款。在签合
同时，合同往往以折叠隐藏形式
出现，机构销售人员一般不会主
动提醒消费者查看合同重要条
款，使得消费者盲目签订合同，在
之后的维权时陷入“口说无凭”的
僵局。

相关数据 六成受害人为20岁-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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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 分期支付很“贴心”格式合同有“陷阱”

套路拆解 夸张忽悠加隐瞒 合同藏霸王条款

陶陶居月饼“可玩、可听、可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