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高歌猛进的共享单
车， 在今年下半年迎来了转
折点： 悟空单车、3Vbike等
退出市场，酷骑单车、小鸣单
车等陷入困境， 共享单车行
业进入洗牌期。

在共享单车竞争趋于白
热化之时，其“近亲”共享电单
车悄然兴起，并开始在各个城
市走马圈地。继享骑电单车进
驻长沙之后，一款名为叮当出
行的共享电单车近日也出现
在长沙。记者调查发现，共享
电单车大战一触即发，摩拜单
车、哈罗单车、ofo小黄车都瞄
准了这一领域。

叮当出行试水长沙

11月28日， 记者在长沙
市芙蓉区万家丽广场见到了
叮当出行共享电单车， 车身
颜色黄白相间， 整体设计与
享骑电单车十分相似， 只是
两者的颜色和车筐设计不大
相同。

记者下载了App发现，
叮当出行需要缴纳188元的
押金， 对于计价方式却并没
有在App里披露。 据叮当出
行在长沙地区的合作方介
绍， 该车按照里程和时间计
费，1分钟之内免费， 两分钟
之后每公里0.5元，初步估算，
一个小时的费用是6-7元。此
外， 临时停车费按0.02元/分
钟计费。

据了解， 叮当出行共享
电单车目前投放的城市包括
长沙、合肥、黄石、绵阳，每个
城市投放的数量都不多，还
处于试水阶段，App也在逐
渐完善中。“长沙目前的投放
量为200多台，投放的区域集
中在芙蓉区万家丽广场及周
边， 预计今年年底前投放量
会增加到1万辆左右。” 叮当
出行长沙区的合作方表示，
电单车有固定的运维人员，

车载电池4小时可以充满，电
池在满格的情况下可以续航
70到80公里。

对于叮当出行布局长
沙， 享骑电单车长沙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目前叮当出行
车辆还非常少， 所以并未形
成竞争格局， 于今年10月份
进驻长沙市场的享骑有先发
优势， 在长沙地区投放的车
辆已达1万辆，拥有了20万左
右的用户。

共享单车巨头意欲进军

记者查询发现，实际上，
目前市面上的共享电单车品
牌已经不下十来个。此外，共
享单车的几大巨头都有意进
军电单车领域。

今年11月初， 摩拜单车
在绍兴地区封测了电助力车
产品。 与传统的电单车不同，
摩拜采用的是“充电宝+单
车”的方式，用户以一块可插
拔的移动电源来驱动单车，插
上电源后单车可以滑行半小
时，而且这个移动电源可单独
给手机充电。 如果不插电源，
车辆就是普通的共享单车。

而早在今年6月，ofo就曝
光了其电动助力车的样车，虽
然目前还没有消息显示其上
线试运营， 但ofo联合创始人
薛鼎在近期接受腾讯科技采
访时表示，“ofo电助力车已研
发成功，这款车我们还是比较
看重的，ofo原有替代的是短
途出行，电助力车一定意义上
可替代中途出行。”

哈罗单车更是已经大举
进军共享电单车领域。 记者
从哈罗单车处获悉，目前，哈
罗单车已经在山东、河南、福
建、 江苏等省份的十余个城
市投放了约6万辆助力电踏
车， 预计今年底将完成10万
辆左右的投放。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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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当”，共享电单车长沙燃战火
继享骑进驻后，叮当出行试水长沙 调查：共享单车巨头也纷纷瞄准电单车领域

本报11月28日讯 贺女
士是名保洁员， 因为超龄被
公司解聘，便和同事约定，顶
替其上班， 不料却发生意外
身亡。今天，记者从省人社厅
调解仲裁管理处获悉， 最终
贺女士被认定与企业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

顶替人上班被撞身亡

2016年3月至6月份，贺
女士在长沙某保洁有限公
司的清洁组从事道路清扫
工作。

公司的道路清扫任务
是由卫生队长安排清洁组
长组织人员施工，贺女士所
在的清洁组由其丈夫老陈
任组长。

当年6月28日，公司组织
卫生队长、 清洁组长等人员
开会， 明确了公司卫生人员
女性不超过50岁， 贺女士属
于应当解聘的人员。

在知道其年龄不符合公
司聘用的条件后， 贺女士
2016年8月和同清洁组的胡
大姐约定，顶替其上班，胡领
取工资后转交给贺。2016年
8月28日，贺女士进行路面清
扫作业时因交通事故致伤，
医治无效于2016年9月13日
死亡。

事后， 贺女士的丈夫老
陈请求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
其妻子贺女士与所在保洁公
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最终，仲裁庭采用认定,
在该案件中， 虽然公司未对

老贺进行直接的管理， 也没有
直接给其发放劳动报酬， 但从
公司的管理角度来看， 应当视
为接受了公司的管理。 公司虽
然有规章制度规定不聘用年满
五十周岁以上的女职工， 但事
实上并未严格执行到位才导致
贺女士能够继续在公司工作。
因此， 不能据此否认她未遵守
被申请人处规章制度。同时，她
和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
的主体资格， 她所从事的工作
也是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所
以， 贺女士与公司虽然没有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双方所形
成的关系符合《关于确立劳动
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
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事实劳动关系是有别于劳
动合同关系的一种法律关系。冒
名顶替的劳动者劳动关系确认
通常是与工伤工亡的认定联系
在一起的，虽然是一种事实劳动
关系，但因为劳动者冒用他人名
义，使劳动者不是工伤保险中的
被保险人，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
偿，这是劳动者冒名这一重大过
错行为造成的，应当由劳动者自
行承担，用人单位无需承担原应
由工伤保险支付的赔偿责任，这
也是对劳动者冒用他人身份这
一不诚信行为的一种惩戒。

由于用人单位管理规范不
严格， 出现了冒名顶替的事项，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本应
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停工留薪工
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工
伤损害赔偿项目，用人单位应当
赔偿。

如果用人单位根本未参加
工伤保险，则全部由用人单位承
担工伤损害赔偿责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灿

顶替他人上班意外身亡
仲裁认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提醒：冒名顶替者无法参保，将无法获得工伤赔偿

本报11月28日讯 去长沙教
育街办事， 正在着急找车位时，马
上有人过来指挥停车，随后伸手要
20元停车费。 长沙刘女士没想到，
等她办事回来，等待她的却是违停
的罚单。昨天下午，开福交警接到
群众举报，在教育街逮住一山寨收
费员，这不是他第一次被逮。

“根本没想到他们胆子这么
大。”刘女士几天前到开福区青少
年宫办事， 附近由于施工停车位
紧张，她正愁找不到停车位，一男
子给她打手势， 指挥她停在了路
边。“就停在青少年宫大门口旁
边， 根本没想到会是假收费员。”
刘女士说。

接到举报，昨天下午，开福交
警在教育街把假冒停车收费员的
范某控制。

从监控视频看到，男子在教育
街附近不停地徘徊，手里还拿着零
钱， 看见有车子过来要停车了，他
就上去指引。

经询问，男子姓范，今年55岁。
民警将范某带回岗亭后，对他

进行了批评教育， 由于他使用虚假
身份招摇撞骗，根据治安处罚法，将
他移交给当地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教育街全线禁停， 交警部门
也在该路段设置了多个禁停标
志。” 开福交警大队一中队民警郭
万超说。交警表示，驾驶员开车到
周边， 可以将车辆停放至又一村
巷、长沙老年病医院、金满地商业
街等正规停车场内，切勿轻信非正
规收费人员指引。

■记者 虢灿

交了停车费
还是被开了罚单
开福交警逮住一冒牌收费员

长沙街头出现的叮当出行共享单车。 记者 潘显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