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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晚报 大放送大放送

5.联合国前秘书长
安南因病去世（主）

安全事故频发 用户押金难退

火热的共享汽车为何让人忧

“1月24日凌晨去世的，肇事者已经跑了，留下12万元的医疗费……”1月
26日上午，电话另一端，长沙市雨花区跳马乡的刘先生满心悲伤。自一个月前，
71岁的伯父被撞伤以来，家里人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彻底搅乱了生活。

2018年 12月 25日晚
11时左右，71岁的刘大爷
从熟悉的乡间道路往家赶，
一辆疾驶而过的共享汽车
从后面将其撞倒，头部、腰
部被重创，后被送进长沙市
中心医院抢救。

肇事者是一个航空职
业院校的三年级学生，驾驶
一辆“华夏出行”共享汽车，
车速超过 60码。经与“华
夏出行”共享汽车负责人交
涉，对方联系了保险公司先
付了4万元医药费。

等他们去学校找肇事
学生时，却被告知，该生已
经办理了离校手续，回老家
了。而随后“华夏出行”长

沙门店也关门落锁，人去楼
空。

愤怒的刘先生一家人
聘请律师准备起诉肇事者
和 共 享 汽 车 公 司 ，并 在
2019年长沙两会期间，向
一些人大代表反映共享汽
车的监管问题。

“这不是我了解到的第
一起悲剧。”长沙市人大代
表陈树称。

2018年 7月 8日晚，长
沙周女士在过斑马线时，一
辆途经此处的共享汽车将
其刮倒。事故造成周女士
身上多处受伤，但肇事司机
已不见踪影。

“多亏热心人把她抬到

路边，否则很可能发生二次
伤害。”周女士丈夫窦先生
说，当时肇事车辆停了一
下，目击者发现是一辆共享
汽车，并且记下了车牌信
息。报警后，交警部门锁定
了驾驶人李某。

就赔偿问题双方无法
达成共识。李某说，他按照
共享汽车企业的要求，拨打
电话给保险公司，并拍下周
女士的病历给了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保险公司说最
多就是赔几百元。”而窦先
生认为，妻子无法正常工
作，身体多处受伤，自己还
要前后跑交警队，3万元的
赔偿要求并不多。

交通肇事引出的监管问题

据了解，从 2017年下
半年至2018年，摩拜、携程
等共享汽车纷纷上线。以
长沙市为例，近年上线运营
的就有先导快线、位位用
车、首汽Gonfun、理想出行
等多家共享汽车分时租赁
企业。

共享汽车是一种类似
共享单车的随借随还的漫
游分时网络租车方式，下载
APP或用第三方软件扫码
即可取车，且多为纯电动
车。相比滴滴打车、传统租
车，它拥有独特的优势，颇
受青年人的喜爱。

记者查询了在长沙上
线的 10多家共享汽车公司
的信息，发现采用芝麻信用
和交押金用车几乎各占一
半，大部分采用“公里数+时
间”来计费。折算下来，大
约相当于同里程出租车和
滴滴快车费用的六七成，明
显具有价格上的优势；加上
便捷、新潮，共享汽车已然
成为出行界的一股新潮流。

共享汽车之风不仅在
长沙刮得正劲，在全国范围
也如火如荼。入局者不仅
有初创企业，更不乏车企巨
头及互联网大鳄。

据公开报道，目前已推
出或计划有共享汽车项目
的车企就有大众、戴姆勒、
宝马、本田、日产、上汽、北
汽、吉利等企业。而除了车
企，美团、滴滴、摩拜等一些
互联网巨头也争相进入共
享汽车。

融资方面，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7年共享汽车共获
得融资764.59亿元，成为共
享经济领域获投金额最高
的行业。2018年上半年就
有8家共享汽车公司获得9
笔融资。

共享汽车颇受青年人喜爱

“便捷与低价是共享汽车的
优势，但这种低门槛的方便用车
模式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陈树
指出，共享汽车用户即驾驶员驾
驶技能相对较低，因为目前多个
共享汽车平台登记、注册、使用的
门槛较低，使得不少刚考取驾驶
证或已考驾驶证多年未实际开车
的驾驶员用共享汽车来练手，甚
至很多用户是没有固定经济收入
的学生。此外，共享汽车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常常在责任划分及
追责、赔偿、善后等方面面临难
题。

陈树说，去年 9月，他在长沙
枫林路旁的某高校停车坪附近，
看到有一个停车区域，有两个车
位的宽度，但一位大学生开着共
享汽车就是停不进去，来回倒了
几次车，还撞倒了停车坪旁的两
部电动单车。

2019年 1月，他多次到长沙
市河西几个高校附近了解共享汽
车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发现某985
大学旁的商业街，停车坪里一共
50台车中，共享汽车高达 27辆。
而在桃子湖文化创意园里，共享汽
车也超过了半数。“显然，这些车的
使用者中，学生和刚入职不久的年
轻人居多。”陈树说，前述的案例中
反映出，部分急于抢占市场的车企

并没有在管理、保险理赔等方面做
好准备，受害者不单是被撞伤的车
或行人，有时候共享汽车的驾驶员
一样遭遇理赔难题。

2018年，长沙市天心区法院
审理的一起案件中，长沙市民刘
先生租用一辆共享电动汽车行驶
中，追尾他人车辆并致人受伤。
被交警判定承担全部责任的刘先
生马上联系了汽车租赁公司。该
公司员工联系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赶到现场，拍了事故照片，跟伤者
家属沟通后，让刘先生先垫付医
药费用，并说明，不超过1万元的
医疗费用会全额报销。

伤者出院后，经交警部门调
解，刘先生一次性支付6000多元
了结此事。刘先生带着相关票据
和事故结案证明找到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却告诉刘先
生，因汽车租赁公司在该保险公
司购买的保险还未生效，不予报
销，让刘先生自行找汽车租赁公
司协商。而汽车租赁公司工作人
员则在微信中天天以各种理由搪
塞，刘先生找到该公司后，公司又

“踢起了皮球”——要刘先生找公
司其他部门处理，却不告知其他
部门的办公地址。

无奈之下，刘先生只能诉诸
法院。

低门槛的隐患

据了解，共享汽车消费者所
交的保证金（押金）难以退还问题
也常引发关注。

在今年长沙市两会上提交的
一份《关于引导共享汽车行业健
康发展的建议》中，陈树质疑一些
汽车租赁公司的诚信与经营能
力。

他指出，作为湖南首个共享
汽车品牌，“位位用车”共享汽车
2017年上半年起在浏阳经开区
等地投放。用户需要在网上申请
提交个人相关信息资料并一次性
交 800元的保证金方可租赁汽
车。然而，2018年7月～8月“位
位用车”撤出时，浏阳经开区、洞
阳镇这边的不少用户在网上申请
退还保证金 800元，虽然提交申
请符合退还条件，但保证金却迟
迟没有退还，因租赁手续都在互
联网上操作，用户想退还保证金
无门，找到社区求助，但找不到

“位位用车”企业的相关责任人。
部分消费者缴纳的800元押金无
法拿回。

记者了解到，经营“位位用
车”共享汽车的是湖南省步客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位位用车
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公司，这两
个公司均在高新区注册，在长沙
麓谷信息港的同一间办公室内办
公。

该公司向工商部门提供的资
料显示，公司于 2017年 2月上
线，是湖南省内第一家共享汽车
平台。运营车辆超过 600台，员
工人数超过 70人，2017年的平

台业务量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实际上，“位位用车”早在

2018年5月就被爆押金难退。该
公司在微信公众号承诺，会退还
用户押金。

据悉，2018年1月开始，长沙
市高新工商分局就陆续接到对

“位位用车”拖延或者不退租车押
金（每人 800元）的 500多起投
诉。后在工商等部门的积极督促
下，公司方处理了400多起投诉，
但仍有110起未处理。

陈树表示，去年 9月，“位位
用车”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说
用原价 1548元的品牌酒抵消费
者的保证金，但有用户反映在网
上提交相关申请后，几个月过去
了还是没有结果。

“一旦公司经营异常，用户
权益又如何保障？”陈树建议，监
管部门应确立互联网车辆租赁运
营企业准入机制，充分调研评估
企业运营能力；引导共享汽车企
业提高用户使用门槛，如通过实
际或模拟驾驶考核验证用户实际
驾驶经验和技能，根据驾驶小时
数设定不同的操作权限，审核用
户应对交通事故赔偿风险的经济
承担能力等。同时，审核和督促
共享汽车企业通过加大保险额度
等市场方式，确保交通事故受损
者得到适当的赔偿。对于消费者
交纳的保证金（或部分）在一定时
间内可存放或托管于第三方权威
机构，让企业和用户既有约束也
有保障。⑥5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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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卧龙岗文化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全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近
期项目部分区域启动征地程序（南阳市城市建设WL2018-14），该宗地北至南阳市
中波台，南至中达路，西至民政巷，东至汉画馆西院墙外，占用卧龙岗街道彭营村社
区五组、六组、七组、八组集体土地190亩，该区域内现有坟需迁移，希望在该区域内
的坟主家人自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迁移完毕，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请坟主家人持户口簿、身份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4月10日前，到卧龙
岗街道彭营村社区服务大厅登记。

联系电话：60888136
南阳市卧龙岗文化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指挥部

2019年2月13日

迁 坟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