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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深化消费维权体制改革

不负责任商家信用值将被削减

南方日报讯（记者/李斌）今年 7月，深圳市编委会下发《关于调整完善我市消费维权体制的通知》，按照该《通知》的第四条规

定，为实现罗湖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的提升，罗湖区消委会准备推出罗湖消费通、建设购物诚信店、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建立信用档

案等措施，希望在罗湖掀起一场消费维权体制改革。近日，罗湖区消委会披露了深化罗湖区消费维权体制改革的建议方案，方案中对完

善消费维权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根据方案，罗湖消委会将尝试把此前一直为官方机构挂靠单位的消委会组织，改为相对独立运作的行政事务监督机构，更名为“深

圳市罗湖区消费发展保护委员会”，同时配套推动行业协会建设、建设小额纠纷法庭等多项创新举措，以进一步完善深化目前的消费维

权体制改革。

电子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此次改革的一大亮点。改革中拟建立罗湖消费信用档案库（包括电子档案和纸制档案）。客观记录

罗湖区商家的信用信息，分行业归类，供公众查询。对不负责任商家，系统将按统一规则自动削减其信用分值，并对每条投诉信息按不

同处理情况分类，客观记录，成为企业信用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约束商家。

此外，罗湖消费维权还将进一步明确各相关政府部门权责。消费投诉事项属于政府部门职能范围内的，政府部门应当及时、高效进

行查处；对政府部门不作为的，应明确相应职责；对大量“不合理但并不违法”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则由“消费发展保护委员会”

实施监督、处理。这些政府部门的监管信息也会纳入消费信用档案库，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改革措施中还包括借鉴澳门和台湾的经验，建设购物“诚信店”，制定罗湖诚信防伪标志，推出“罗湖消费通”，在消费发展保护

委员会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实现消费纠纷快速司法救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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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将再造慢行系统

建设 CBD 区域立体步行连廊 改善重点片区慢行网络

南方日报讯（记者/曲广宁）20 日，深圳市交委公布深圳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策略，将再造慢行系统，包括建设 CBD 区域立体步行连

廊、改善重点片区慢行网络、完善立体过街设施、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等。

将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

深圳提出将再造慢行系统：一是建设 CBD 区域立体步行连廊。借鉴香港中环步行连廊的设计理念和功能定位，在金三角等 6个人流

高度集聚的 CBD 区域内建设立体步行连廊系统，营造高品质连续的步行空间。二是打造 CBD 区域精品商业步行街。打造华强北、南山商

业中心区、东门等 3处精品步行商业区，全天或部分时段步行专用，提升商业区步行环境。三是改善重点片区慢行网络。建设 9个慢行

单元，包括梅林、车公庙、碧海、田贝、下水径、坂田、白沙岭、海月、东角头片区，完善片区内人行及自行车设施网络。

此外，深圳还将完善大型公共设施周边慢行系统。结合绿道网络，完善莲花山、笔架山等 3个大型公园和北大医院、儿童医院等 1

2 座医院周边慢行系统。并完善立体过街设施，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开发和周边片区慢行系统整体布局，建设 139 座天桥（地道）等立体

过街设施。最后，深圳还会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借鉴杭州经验，统一全市的自行车道建设标准、刷卡方式、服务标准及收费标准，继

续推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建设。

今年将开工 12个道路项目

另据市交委介绍，深圳现已完成了新彩通道、国道 107 宝安段兴围、黄田掉头匝道桥工程、永安路、翔鸽路、丹荷路市政工程 D、

M匝道 5个项目，计划年底完成坂澜大道道路工程、蚝乡路（环镇路—中心路）市政工程、环观南路（平大—外环）、吉华路（坂田段）、

葵坝路工程等 7个道路项目的建设，总里程达 32 公里。



此外，目前深圳正在推进坪盐通道、东湖立交、五和大道新建工程、香蜜湖路—红荔路节点改造工程、S358 惠庙线公明至黄江段

道路市政设施工程、石岩外环路（爱群路—华宁路）工程、深华快速路、田贝—大水坑道路工程（龙观快速路北段）、观澜桂香路市

政工程、龙岗区坂李大道（含冲之大道）道路工程、葵涌环城西路工程等 16 个项目，总里程达 90 多公里。

2014 年，市交委建设中心还将开工建设南坪三期、坂银通道、龙观至新区大道连接线、华盛路南段、龙大高速大浪段市政配套设

施工程、盐田路工程、贝尔路二期、观澜工业一路、沙井南环至玉律道路工程、石清大道一期等 12 个道路项目，总里程超过 50 公里。

同时，开工建设大宝北路公交总站和白石厦公交总站 2个公交场站。

而在挖掘设施潜力方面，深圳市交委将改造深南大道（香梅路—红岭路）等 13 条路段和滨海沙河西立交等 14 处节点，新建深南转

华富等 8个立交节点，通过工程手段打通现状路网运行瓶颈。并通过压缩福龙路隧道、北环大道泥岗立交段主线及洪湖立交等节点部分

匝道共 13 处的车道宽度，增加车道，挖掘瓶颈路段道路潜力，研究利用新增车道设置公交专用道或 HOT 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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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份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发布

民警理发招标事件处置不当垫底

南方日报讯（记者/杨磊）20 日，深网舆情工作室发布 9月份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经适房拿“红本”、安居房“不安居”两

起“房事”登上榜单；中心区拆足球场、居民区建变电站这“一拆一建”引发舆情关注；消防局副局长遭举报、罗湖民警“1月理发 3

次”两起涉警舆情因应对不佳，在舆情榜上垫底。

“沉默或引发更多关注”

在 9月份的舆情应对榜上，两起涉警事件因舆情处置不当垫底。今年 5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宣布依法对市公安局消防监管局朱

某添等 7人立案侦查。据媒体披露，去年市消防局一名副局长原有望出任消防监管局局长一职，但公示后，该副局长被举报。福田区检

察院接到举报后，在 2月立案调查，后市检察院亦介入。最终，不足 70 人的消防监管局有 7人被立案侦查。截至目前，朱某添等 5人

因涉嫌受贿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另有 2人因涉嫌贪污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在全国各地不断加大反腐力度的背景下，深圳消防监督管理局

的腐败窝案，引发舆情强烈关注。

舆情专家称，在此舆情事件中，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和消防部门的缄默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案件已了解，但舆论场中由此大大增

加了对消防监管部门同类“害群之马”的抱怨、批评声。

“应对舆情应有沟通诚意”

在节俭和反腐的高压态势下，招标 200 万元理发项目的罗湖公安分局当了一回“出头鸟”。针对三家投标公司中只有一家美容美发

公司是否存在围标？洗剪吹一次 13 元，为何预算高达 200 万元？200 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民警理发是否合适等问题引发舆论争议。9月 1

2 日，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网络信息部何部长表示，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面都具备了美发的相关资质，符合要求，且招标的过程也符

合规定，并没有接到供应商的投诉。同日，罗湖公安分局行政科相关负责人就 200 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民警理发争议表态称，“理发项

目作为民警的福利项目开设是合适的”。第二天，针对一个月理发 3次是否合适的质疑，罗湖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称“一个月 3次已经

不算多”。



深网舆情工作室评价称，暂且不论 200 万元理发福利和一个月理发 3次的做法是否合理，中标的本是一家汽配企业，但却在一夜之

间增加了美发业务，且其注册地为罗湖公安分局巡警大队的办公楼，如此巧合，很难不让市民产生萝卜招标和利益输送的联想。“应对

此类舆情，更需要涉事机构多一分沟通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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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感受一下光与影的艺术吧

“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明天在深圳美术馆开幕

南都讯 记者黄丹 22 日下午，“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将在深圳美术馆开幕，18 场世界级水平的摄影主题展览将在罗湖辖区内的

10 个美术馆、博物馆和艺术场所举行。此次“深圳国际摄影周”的展期为 22 日至 30 日。

此前数月，深圳国际摄影周的会务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征集到 32377 幅照片。9月中旬，经过 10 位国际权威摄影评委的评选，8

0 幅彩色和黑白获奖作品从中诞生。22 日开始，上述获奖作品以及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深圳美术馆展出。

深圳美术馆还将推出彩色老照片展，这 60 多张珍贵的彩色老照片，来自美国著名收藏家斯蒂芬·怀特(StephenWhite)的私人收藏，

这是这批照片首次进入中国。除举办著名摄影师的原作展览，23 日全天，“首届深圳国际摄影周”还将在罗湖美术馆演讲厅举办颇具

分量的讲座，免费对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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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为你说文解字

南都讯 记者陈思福 10 月 18 日下午，说文解字———中华经

典古诗文公益课堂的首场讲座在罗湖区图书馆报告厅开讲。这项活

动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计划在此后的每周六下午，邀请一位古典

文学名家为听众讲解中华经典古诗文。

18 日下午，2014 年度的说文解字———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

课堂首场讲座中，著名诗人、学者刘斯翰为自发前来的数百位深圳

读者细致解读了苏轼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据介绍，讲座还

将邀请包括中山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天骥，著名古典文学

专家、深圳大学前任校长章必功，河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

主任华锋，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院长孙立，深圳大学文学院问永宁等

名家授课。

每周六来公益课堂听名家开讲古诗文

南都讯 记者王烨 18 日，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课堂在罗

湖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首期活动。曾任《学术研究》杂志社

主编、《诗词报》总编辑的刘斯翰作首场讲座，主题是苏轼

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公益课堂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游局、罗湖区委

宣传部等联合主办，计划每周六下午邀请一名古典文学名家

为市民讲解中华经典古诗文。中山大学终身教授黄天骥，深

圳大学前任校长章必功等将担任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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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领域为何前“腐”后继？

9 月 10 日在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深圳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原主任陶明哲受贿一案，曝光出陶明哲的受贿来源均为深圳市米高

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受贿的主要情节就是，陶明哲利用其的影响力，将该公司代理的相关品牌医疗器械设备技术参数提供给医院，要求医院予以采购，

帮助这家医疗器械公司顺利中标。

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确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爆发于 2012 年中旬的深圳医疗系统腐败案，有至少 9名医院正副院长、7名

科室负责人卷入案件，涉及到的问题，也正是医疗器械设备采购问题。相关院长以及科室负责人，利用自身的职权和影响力，帮助设备

商中标。

这一医疗系统腐败窝案，毫无疑问是一个炸弹，让深圳医疗系统产生震动。甚至在案件审理阶段，还有院长在看守所中指出医疗设

备采购的漏洞。

然而，查看对陶明哲的有关指控，他在此番医疗反腐之前受贿欧元 2000，美金 10000 元。而在医疗反腐之后，分别在 2012 年中秋

节和 2013 年 1 月，收受人民币达 35 万元。可谓是顶风作案，毫无收手之意。直到 2013 年 5 月，陶明哲才在网帖举报之下，意外落马

被查。

当然，受制于种种客观条件，前述的数据并无法说明，陶明哲真实的受贿金额。但是这仍然反映出了一个问题：深圳医疗系统即便

经过一次反腐大地震，仍然挡不住一些腐败分子继续腐败。而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医疗设备采购的漏洞仍然没有得到堵塞。

2013 年 7 月，市卫人委近日在答复市政协委员蔡文川《关于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堵住医疗卫生系统职务犯罪漏洞的提

案》时，就曾提到种种措施防堵医疗腐败漏洞，这就包括了，“拟推行协议招标采购制度，化解由各使用单位自定参数造成的企业恶性

竞争和廉政风险问题。”

目前尚不知道这些措施落实推行得如何。应该说，从陶明哲的腐败案例来看，倘若这些制度性的漏洞不及时进行有效的堵塞，只怕

再来一次 2012 年医疗反腐，同样会揪出不少腐败分子，而腐败背后的真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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