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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6日讯 你家还
在用严重老化的胶管吗？ 还是及
时更换比较好。 今日凌晨5时左
右， 长沙市圭塘路景塘家园小区
发生燃气爆燃， 造成厨房及过道
扣顶损坏， 所幸用户只是手部轻
微灼伤。 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事故原因
是用户家厨房的胶管被老鼠咬
坏，导致燃气泄漏，用户在使用灶
具时引爆燃气。

“其实，去年10月，我们工作
人员在入户安检时已发现胶管老
化，并建议更换为金属波纹管，但
未引起重视。”该负责人说。胶管

的使用年限仅18个月， 且由于胶
管易脱落、易老化、易鼠咬、使用
寿命短， 易造成燃气泄漏从而引
发事故。

“燃气安全关系你我他，是每
位用户共同的责任。 请广大用户
积极配合开展安全检查和整改落
实。”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该负
责人呼吁，切勿为了省钱，留下安
全隐患。同时她提醒，如果发现燃
气泄漏或存在别的安全隐患，请
及时拨打该公司24小时免费服务
热线95158，主动要求安检。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谷家茹 通讯员 肖雅庭

本报6月16日讯“‘专改公’
户表改造后，用电将稳定，缴费也
更方便。”记者今天从国网长沙供
电公司获悉，作为长沙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今
年长沙将计划完成华银园小区等
80个已建住宅小区的电力“专改
公”改造工作，保障居民的用电安

全。“实施‘专改公’后，不仅保证了
小区整体安全用电，今年夏天也未
出现高负荷期间跳闸的情况。”长
沙开福寺附近的群芳园小区居民
表示，通过掌上电力APP等缴费渠
道，还可通过电话咨询、手机实时
查询电量电费情况，更便捷了。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邓梁

长沙街头难觅共享雨伞

目前进驻长沙的共享雨伞
品牌是“e伞”，系深圳一家企业。
公司创始人赵书平介绍，e伞是
无桩共享雨伞， 首批投放量为3
万把，投放区域主要集中在五一
大道、八一路、芙蓉路、解放路、
火车站等繁华地段，尤其是公交
站台、地铁站附近数量较多。

6月12日， 记者在街头采访
时，也确实发现这些地方出现了
大量的共享雨伞。 几天过去了，
这些地方的共享雨伞还好吗？

6月16日， 记者骑着自行车
在长沙街头调查，发现路边已经
难觅共享雨伞的踪影。

当天上午11点，记者在培元
桥地铁站打开e伞APP， 显示附
近有22把伞，不过，记者在附近
转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一把共
享雨伞。

在五一广场地铁口旁，APP
显示附近有47把伞， 但是附近的
栏杆上依然见不到一把共享雨
伞，几番寻觅，记者才在王府井影
院的入口处找到了1把共享雨伞。

走到司门口附近，APP显示
附近有77把伞，但记者只在省人
民医院前的栏杆上找到了5把
伞、定王台附近找到1把伞。

在解放东路、 火车站等地，
APP都显示附近有伞，但结果却
是找不到伞。

从上午11点到中午1点，整
整2个小时的时间里， 记者骑着
自行车在长沙市五一大道、解放

西路、解放东路、八一路等地寻
找，总共只找到了7把共享雨伞，
这些繁华地段的栏杆上已经难
觅共享雨伞，借伞已经成为一件
十分困难的事。

定位芯片未启用
雨伞遭人为破坏

在找伞过程中，记者一直都
打开e伞APP来查询附近的雨伞
数量情况， 希望能更容易找到
伞。不过，体验之后记者发现，这
对找伞没有任何帮助，APP里虽
然显示附近有伞，实际情况却是
附近根本找不到伞， 而且APP里
并不能显示出每把伞的具体位
置，只能市民自己靠肉眼去寻找。

对此，e伞运营部总经理彭
静浪解释，e伞内置了定位芯片，
但目前并没有启用定位功能，至
于出现APP显示有伞但附近却
无伞可借的情况，很可能是后台
的借伞信息更新不及时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雨伞是
塑料结构，记者当天找到的几把
伞，有的已经出现了被人为破坏
的情况。挂在省人民医院大门附
近栏杆的5把共享雨伞，其中有2
把伞的锁已被扭断，不需要扫码
就能随意撑开，但破坏后的雨伞
在收起时已不大利索，将伞拿在
手里用力甩几下就会自动撑开。

此外，由于15日晚长沙下了
雨，这些用过的雨伞收起来时没
扎雨伞绑带就被挂在了路旁的
栏杆上，伞里还积了一些雨水。

“共享”才几天，满街雨伞撑哪去了
调查：闹市寻觅2小时仅见7把共享伞,部分遭破坏 动态：月底15万把伞抢滩长沙城

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之后，共享家族新成员共享雨
伞于6月11日正式登陆长沙。仿佛是应时而生一般，近日来
长沙阴雨连连，为共享雨伞的首秀提供了一个“契机”。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进驻长沙还不到一周，在长沙市
区繁华路段，前几日还挂在栏杆上随处可见的共享雨伞已
难觅影踪，无桩共享雨伞陷入了无伞可借的尴尬境地。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安可

“使用体验太差了， 借了一
次之后就没有伞可以借了，我打
算申请退还押金了。” 长沙市民
陈先生6月12日尝鲜借了把共享
雨伞，遭遇无伞可借后，他的第
一个想法是得把押金和充值金
要回来。

“长沙街头无伞可借并不意

外，我们进驻的每个城市都出现
了这样的情况。” 彭静浪告诉记
者， 由于e伞在前期投放时数量
并不是很多，加上又提倡市民在
使用后带回家，因此运营前期借
伞难是通病，“按照计划，长沙下
周就会补充投放3万把雨伞，并
且后期会持续地陆续投放。”

问题是，补充投放真的能解
决问题吗？ 无桩借还的共享雨
伞，只要使用一次，记住密码后
就可以带回家永久使用了。既然
能成为自己的东西，为何市民要
拿出来共享呢？无疑，这样的模
式让企业持续经营压力很大。

记者算了一笔账，e伞押金
19元， 最少充值9元便可以自由
借伞，价格为0.5元/半小时。由于
是机械锁，在APP里结束借伞行
为后，并不影响使用。也就是说，

市民最多花费28元，就可以永久
使用这把伞了。 而按照e伞公布
的使用规则，押金和充值金额虽
然退还流程麻烦且时间较长，但
毕竟是能退的， 这也意味着，市
民最少只要花费0.5元， 就可以
永久使用这把共享雨伞了。

试问，这样的模式，如何保
证雨伞共享？ 当共享成了私享，
当下雨时市民想就近借把伞却
发现异常困难时，这样的产品如
何能满足客户需求？

本报6月16日讯 长
沙共享雨伞市场将再添
一名新丁，而且是湖南本
土企业。6月15日晚，湖
南共享伞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产品“有把伞”将在本
月底登陆长沙，陆续投放
15万把共享雨伞，辐射长
沙市六大城区， 包括地
铁、大型商超、写字楼等。

“有把伞”也亮相当
天的发布会， 记者注意
到，不同于目前进驻长沙
的共享雨伞e伞，“有把
伞” 为有桩共享雨伞，需
要在固定的装置上才能
进行借还。 在伞的设计
上，“有把伞”采用长柄伞
设计，并且采用了独特的
反向伞设计， 收伞后，干
面在外，不会出现滴水的
情况。

记者在现场进行了
体验 ，“有把伞 ” 没有
APP，扫描伞装设备上每
把伞对应的二维码后，即
进入“有把伞”微信小程
序，在绑定手机、缴纳39
元押金后， 即可成功取
伞。还伞时，不需要操作
软件，只要将伞柄放置于
空置的卡槽内，听到有蜂
鸣的反馈音即表示还伞
成功。

公司创始人刘力武
介绍，“有把伞”将覆盖长
沙地铁所有出入口，并重
点投放各大写字楼以及
大型商场。价格方面，4小
时内借还免费， 超过4小
时每小时收取0.3元伞具
占用费，每天1.8元封顶。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安可

下周将补充投放3万把

手记 “私享”容易“共享”难

延伸阅读

本土企业
抢滩共享雨伞市场

1、 用气后及时关闭表前阀
门，长期外出时关闭户内总阀。使
用过程中保持通风， 切勿在燃气
管道上悬挂物品， 不要在燃气管
道上缠绕电器线路。

2、经常对燃气具、燃气管道

和连接部位进行密闭性和完好性
检查， 发现漏气或老化等情况时
立即更换。

3、最好用金属软管代替橡胶
软管，橡胶软管易老化，而金属波
纹管寿命可达10年。

老鼠咬坏燃气胶管引发爆燃

“专改公”户表改造后 大热天不怕跳闸了

避免燃气泄漏可这样做提醒

本报6月16日讯 小龙虾配
啤酒，在万亩荷塘边享清风徐来
……这样惬意的生活离你很近。
今天上午，长沙望城区政府举行
“长沙乔口渔都古镇首届‘赏荷
季’暨爱莲（廉）说论坛”新闻发

布会。据了解，乔口镇将举办持
续三个月的首届“赏荷季”系列
活动， 同时还将在呷鱼街举办
“火爆龙虾节”。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朱敏廖顶峰 实习生邹婷

周末去望城乔口镇赏荷吃虾

▲6月16日，记者在长沙街头奔走数小时，在王府井附近
看到一把孤零零的雨伞。

▲定王台附近，一把共享雨伞被高高地悬挂在路标上。
记者 潘显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