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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高歌猛进的共享单车行
业， 在2017年下半年迎来了转折
点，多个企业或退出市场，或经营困
难。本报记者及时报道了湖南地区多
家共享单车品牌押金难退的情况，为
维权者支招。

目前， 众多用户还在抱团维权，
但欣慰的是，免押金骑行已经开始普
及并成为主流。

共享单车押金难退频现

2016年底，ofo小黄车与永安行
率先进驻长沙市场。随后，酷骑单车、
摩拜单车、哈罗单车、优拜单车也相
继进驻，于2017年上半年形成了六
大品牌混战局面。2017年9月份，酷
骑单车陷入困境，运营团队集体解
散， 押金普遍无法退还。11月初，酷
骑单车长沙退押金维权QQ群成员
已有上百人， 申请退款一两个月未
拿到押金的用户不在少数。 无独有
偶，2017年10月，株洲唯一一家无桩
共享单车品牌小鸣单车也出现押金
难退的情况。

当时酷骑单车和小鸣单车运营
虽陷入困境， 但APP可以照常使用，
车辆也能正常骑行，遍布城市的车辆
依然能吸引市民体验，本报相关报道
及时为市民敲响了警钟。

抱团维权发起公益诉讼

针对共享单车用户遭遇押金难
退的情况，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瞿
蓉蓉律师指出，用户可先与运营方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运营方注册
地的消费者协会举报， 请求消协介
入；若仍无法解决，可通过诉讼或仲
裁的方式向运营方主张权益。瞿蓉蓉
律师建议用户通过共同委托代理人
的方式抱团维权。多名无法退还押金
的酷骑单车用户致电本报求助，在记
者的介绍下加入了酷骑全国公益诉
讼群，与全国用户一起参与公益诉讼
维权，目前维权仍在继续。

免押金骑行开始普及

虽然出现问题的品牌只是资金
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但共享单车行
业的这场押金风波，让免押金骑行的
呼声愈加强烈。

2017年上半年，ofo小黄车与支
付宝合作，开始在上海、广州、杭州等
14个试点信用免押金骑行。9月30日，
ofo小黄车宣布，长沙、武汉、石家庄
等11座城市开始支持小黄车信用免
押金骑行。数据显示，从2017年10月
至今，长沙地区已经有55万名用户享
受了免押金骑行。2017年11月下旬，
哈罗单车也宣布，在长沙、郑州、南京
等10个城市，推行免押金骑行。

目前， 长沙地区形成了ofo小黄
车、摩拜单车、哈罗单车三足鼎立的
格局，其中已有两家实现了免押金骑
行。 ■记者 潘显璇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

行主任刘明律师受访时表
示，二手车的行驶里程数是衡
量其价格的重要参考指标之
一，如果数据失真，将会对二
手车的评估价格造成偏差，且
私自违法篡改汽车里程表涉
嫌欺诈。“消费者可向法院起
诉，主张‘退一赔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
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

的情况下订立合同， 受损害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次，
汽车里程表属于国家强制检
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
则》规定，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
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和
伪造数据，给国家和消费者造
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没
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
还可并处两千元以下罚款。

市民购二手车遭遇烦心事：里程表被调改，无法正常保修

34万买台“调表车”？ 可起诉“退一赔三”
日前，市民翟女士向三湘都市报反映，去年8月8

日她在“长沙卓越二手车经营公司”买了辆二手车，
价格34万元。但后来从4S店查出，该车的里程表竟
被调改过，并因此无法正常享受保修政策。多次协商
退车未果后，翟女士决定向媒体求助。3月4日，记者
就此事到长沙卓越二手车经营公司采访。

■记者 胡锐

翟女士介绍，2017年8月
8日，她在中南汽车世界二手
车市场S区07栋112、113号
门面的“长沙卓越二手车经
营公司” 购买了这辆二手
“JEEP牧马人”汽车，价格34
万元。

翟女士提供的一份“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显示，该
车最初于2015年12月19日
由湖南新城汽车有限公司销
售给了一丁姓车主， 价税合
计399500元。翟女士提供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显示， 该车
初次上牌登记是2016年3月
4日， 之后经多次转移登记。
直到2017年8月8日，车辆才
转移登记在翟女士名下。

“买车的时候，里程表显

示是28000多公里。”不过，车
开回去当天， 仪表盘就亮故
障灯了， 之后车辆还出现异
常抖动、亮故障灯等现象。翟
女士告诉记者， 买了这辆二
手车后，自己开得并不多，期
间在4S店做过一次保养。翟
女士提供的一张4S店维修记
录照片显示， 在翟女士购买
该车之前的 2017年 7月 19
日，该车辆就检查出“发动机
声音大， 顶筒摇臂有故障”，
并存在“客户修改了里程，当
前里程4.6万以上， 无法索
赔”的问题。在翟女士看来，
二手车商没有告知她车辆里
程表被调改过， 并因此失去
了正常享受厂家保修政策，交
易涉嫌欺骗。她要求退车。

【投诉】 里程表被调改，无法正常保修

【协商】 记者陪同前往，遭驱赶被恐吓

“发现是‘调表车’后就
提出了退车。” 翟女士说，去
年12月， 她把车开回长沙卓
越二手车经营公司。“我把车
停在店里后，就再没开过了，
那时里程表显示为约30000
公里。”“对方说先把车放在
那里卖， 等卖出去了再给我
钱。” 但翟女士不接受这种
“寄售”方案，而是要求直接
退车退款。

3月4日， 翟女士与长沙
卓越二手车经营公司负责人
黄姓负责人相约到店里协商
处理此事，记者也随同做进
一步了解。首先，记者未表
明媒体身份，只作为听众再
次听取双方理论及对事情的
描述。

期间黄姓负责人提出，
愿意以31万元的价格回收
翟 女 士 购 买 的这 辆 二手
“JEEP牧马人”， 并表示，他
们在收购车辆时也不知道里
程表数据被调改过，且将车卖
给翟女士时并没赚一分钱。翟
女士不能接受这一回购方案，
“我是在不知情之下买了‘调表
车’， 而且车因调表不能正常
享受厂家质保了。”

现场， 记者听完买卖双
方各自发表观点后， 向车商
表明了媒体身份， 并准备提
出自己的观点， 不料黄姓负
责人异常排斥。这时，黄智勇
已不愿再谈论如何处理，而
是不断大声驱赶记者， 并以
人身安全相威胁、恐吓。

可起诉要求“退一赔三”

经历押金难退风波，共享单车免押金骑行开始普及
长沙已有55万名小黄车用户免押金

3月4日，翟女士就“调表车”退车事宜再次到店协商。 记者 胡锐 摄

律师说法

我省新增7个省级
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

本报 3月 8日讯 近
日，经省政府批准，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省农业
委和省商务厅联合发文，
确定临湘（茶叶）、华容（芥
菜、蜂蜜）、桑植（牛羊肉）、
资阳（茶叶）、赫山（茶叶）、
桃江（茶叶）、安化（茶叶）7
个县市区为第三批省级出
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

截至目前， 我省累计
通过28个省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其
中19个已经升级为国家级
出口示范区（另：石门县、
长沙县直接获评为国家级
出口示范区）。1－2月，全
省共出口食品农产品2.17
亿美元，同比增23.66%。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我省三种海鲜
首次进口

本报3月8日讯 今日，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
布，1-2月长沙机场口岸共
进口鲜活水产品63498千
克，同比增长181%，主要品
种包括草虾、白对虾、青蟹、
笋壳鱼、龙虾等。

3月7日， 长沙机场口
岸还分别迎来来自越南的
花龙虾及罗氏沼虾， 来自
墨西哥的活水蚌，共计702
公斤，3个品种均为我省口
岸首次进口， 进一步丰富
了湖南进口海鲜市场。
■记者杨田风通讯员林俊

消费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