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 黄浦区还诞生了全市

首个商圈巡回审判 （调解） 工作

站———由黄浦区人民法院、 黄浦

区市场监管局、 黄浦区消保委牵

头设立的南京路步行街巡回审判

（调解） 工作站。 据介绍， 该工

作站旨在探索建立消费者投诉调

解争议与法院民事诉讼双向衔接

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高

效化解消费矛盾， 提升黄浦区消

费维权效能， 着力推动消费维权

社会共治， 营造品质消费环境。

据介绍， 三方将发挥各自优

势， 实现调解全程化、 司法前置

化， 既体现出调解的柔度与温

度， 又不摈弃判决定分止争、 一

锤定音的功效。 刚柔并济、 多管

齐下、 高效简便地处理消费者权

益纠纷， 竭力使工作站成为保障

消费者权益、 护航经营者营商的

“桥头堡”， 为全力打响“上海购

物” 品牌再添新力。

今后， 工作站将组建专业的工

作团队， 提升工作质效； 适用“令

状式” 法律文书， 加快流程进度；

进行协同集中式调判， 共享优质资

源。 工作站还将及时总结经验， 复

制、 推广工作成果， 逐步辐射至黄

浦区乃至全市的其他顶级商街、 一

流商圈、 特色商区。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近日， 黄浦区豫园市场人民调解工作十周年大会在

海上梨园召开， 同时揭牌成立了全新的 “豫园市场人民

调解中心”。 据悉， 上海豫园商圈是全国著名 “黄金珠宝
零售功能区”， 在 2016 年我国珠宝玉石 5000 亿元交易

额中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数据）， 20%交易量出
自上海， 而上海的 80%正是集聚在黄浦区。 交易量大的

同时， 也带来诸多珠宝交易纠纷。 曾经， 豫园市场内围

绕文玩珠宝的交易纠纷时常引发 110 出警， 但近年来，

在豫园商圈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不断发展、 调解队伍机制

建设不断加强后， 不但出警率大幅降低， 更维护了豫园
市场的经营秩序和良好形象。

目前， 黄浦正着力发扬新时代 “枫桥经验”， 着力打

造重点商圈依法治理、 市场人民调解的法治样本， 持续
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力助推打响 “上海购物”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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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重点商圈人民调解“豫园样本”
全新“豫园市场人民调解中心”揭牌成立

5 年前， 原黄浦公安分局民警宋

志侠来到豫园市场担任调解员， 参与

基层纠纷的调处。 在这里， 她见证了

以人民调解促 110出警率大幅降低的

变迁。

宋志侠回忆起此前调处的一桩翡

翠买卖纠纷： “当时我正在走市场，

突然发现一个老先生正被几名青壮年

追赶。 只见他一边紧紧护着手里的

包， 一边冲进了经理室。” 宋志侠还

记得， 当时“追兵” 们高呼： “刚才

你买的翡翠是我儿子看错价格了， 快

把东西还给我们吧。”

原来， 当天这位老先生在一家摊

位看中了一块水头不错的翡翠挂件。

但恰逢店主不在， 是店主儿子接待的

他。 没想到这孩子看错了商品的价

格 ， 把原价 16000 元的挂件当成

6000 元给卖了出去。 店主回家后大

吃一惊， 绝不承认这桩亏本买卖， 要

找顾客退货。 而老先生当然觉得没道

理， 他说： “我为了买翡翠， 特地抛

售了基金还有国库券！”

而且这位老先生也略微懂行， 对

这块翡翠的心理价位认定不低于

15000 元， 也就更不愿退货了。 买卖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宋志侠认为： “既然发生争执

了， 那就不能让事态变严重。” 于是

她展开调解工作。 她先是严肃劝诫商

家： “如果你方卖错货物， 自认遭受

损失， 也应该合理合法去交涉， 纠集

多人围堵顾客像什么话？ 对商厦的正

常秩序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店主

等人被批评后， 都纷纷表示认错。

店主随后表示， 愿意将 6000 元

货款退还给老先生， 再多出 1000 元

作为补偿。 但老先生则不愿退货，

“按我们传统行规解决嘛， 买卖双方

一旦‘钱货两清’， 不管货品是否与

货款等值， 双方均不得反悔。”

宋志侠反复劝说， “毕竟是孩子

看错了账本， 您这边能否再给店方返

一些钱呢？” 老先生看调解员出面，

于是同意再加 2000 元。 但对此， 店

方仍坚决拒绝。

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 宋志侠决

定依法向双方分析。 “根据 《合同

法》， 你们双方订立的是口头买卖合

同， 此时如对货物价款出现重大误

解， 遭受损失的一方有权请求变更或

撤销合同。” 她先明确， 店主要求老

先生退货的诉求是有法可依的。

但宋志侠同时指出， 因本案涉及

古玩，有一定特殊性，因此老先生提出

的“传统惯例”也有一定道理，不过应

建立在和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的基础

上。

宋志侠提议： “大家做点生意都

不容易， 小孩也是由于疏忽造成了这

次的问题。 如果老先生不做出让步的

话， 可能会让商家造成重大的损失，

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家

不如各退一步， 和平化解此次矛盾？”

终于在调解员的促成下， 双方达

成一致： 店方在归还货款之余， 将补

偿金额提升至 5000 元， 老先生再归

还挂件。

一起原本“火星四溅” 的纠纷，

在调解工作下和平解决。 宋志侠披

露： “豫园调解中心成立之后， 大多

数的纠纷都被遏制在了萌芽之中。”

自以为低价淘到高档翡翠， 却被商家围追堵截

“透视眼” 淘回一箱遗失珠宝， 调解员助物归原主

调解员还介绍了一桩有关豫园

“赌石王” 的往事。 一次某商厦商户

叶某欲将一陈旧货柜清理出店铺， 就

请来保洁员连某帮忙处理。 保洁员将

货柜推出了商厦， 用榔头将其敲开，

准备将其当做废品变卖。 谁料敲开货

柜后连某竟发现有一个箱子， 里面全

是珠宝首饰！

但连某以为， 既然是老板不要的

箱子， 里面的首饰肯定是“仿制品”。

于是也没当真。 只是另一位商铺老板

此时经过， 他经验丰富， 一眼就看出

这些珠宝都是真货， 便花费极低廉的

价格， 把这些珠宝全部买走。

后来叶某终于恍然大悟： 自己竟

将价值 32 万元的珠宝留在遗弃的旧

货柜里了。 他们赶忙询问值夜班的保

安是否看到货柜？ 保安告知： 货柜已

被变卖， 其中珠宝不知去向。

叶某不知所措， 新店未开， 32

万元的珠宝就这样被自己弄丢， 他痛

苦不已， 一整夜在外徘徊。 第二天，

天微微亮时， 叶某邂逅了商场兼职人

民调解员。 他将自己遗弃珠宝的过程

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调解员， 调解员一

边安抚叶某， 一边急忙联系保洁员连

某。 但连某支支吾吾不肯说出事情经

过， 调解员便对连某说： “叶某从外

地来上海做生意不容易， 丢了东西谁

都着急， 家中妻子为了这批珠宝要和

叶某闹离婚了！” 连某这才把真相和

盘托出。

调解员和保洁员连某一起找到了

拿走珠宝的商铺老板， 调解员询问了

老板昨天的情形， 并要求其拿出这批

珠宝。 一开始， 商铺老板一再推脱，

不肯承认。 调解员劝说道： “从法律

意义上来说， 珠宝是遗失物， 应当返

还失主。 从情理上讲， 你们都是珠宝

商， 更应相互体谅。”

在调解员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的

话语下， 他终于交出了这批珠宝。

着力打造市场人民调解的 “豫园样本”

据悉， 豫园是海内外知名旅

游目的地， 辖区内有豫园商城和

25 个各类市场， 经营户达 5000

余家， 每年吸引 4500 万人次中

外游客。 随着豫园市场内经营消

费行为的日益活跃， 矛盾纠纷数

量也不断增多、 纠纷复杂性逐步

凸显。 这不仅影响豫园市场的繁

荣， 影响地区的和谐， 更影响到

上海的城市形象。 2009 年起，

黄浦区司法局、 豫园街道、 豫园

派出所、 豫园市场监管所贯彻

“枫桥经验”， 在豫园小商品市场

内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 一批

兼职人民调解员工作在市场矛盾

纠纷调解的第一线， 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达 8300 余起 ， 取得了

“小纠纷不出工作站、 大纠纷不

出工作室、 疑难纠纷不出市场”

的工作成效。

近日， “坚持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深化豫园市场人民

调解工作” 豫园市场人民调解工

作十周年大会在海上梨园召开。

在市司法局、 黄浦区委政法委等

有关部门的见证下， 全新的“豫

园市场人民调解中心” 揭牌。 另

外， 豫园市场片区和商圈片区调

解工作站也得到授牌， 微信公众

号“豫园老娘舅” 也正式开通。

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

治处处长商忠强对豫园市场人民

调解工作给予肯定， 并希望豫园市

场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创新， 达到新

高度。

豫园街道党工委书记曹炯表

示， 豫园市场人民调解工作十年来

取得了较好成效， 人民调解组织网

络不断发展， 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不

断完善， 调解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维护了豫园市场的经营秩序和良好

形象。 调解中心将着力打造豫园地

区依法治理、 市场人民调解的法治

样本。 据介绍， 调解中心将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维护豫

园市场和谐稳定， 为构建豫园市场

治理新格局和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

力量。

黄浦在南京路步行街设立全市首个商圈巡回审判 （调解）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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