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1日，“快狗打车”车辆正装运完货物。 本报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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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是小型客车，是不
能拉货的， 否则涉嫌非法营
运。”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副
局长李正兴告诉记者， 面包车
如要载客， 须办理客运方面的
证件方可营运。

李正兴说，目前，网约货运平
台普遍对车辆的资质审核、 管理
均不严格。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司
机从事货物运输经营行为， 不出
示道路运输证等有效证明， 将面
临轻则1万至3万，重则3万至10万
元的罚款。“今年以来， 查处了40
多起无证面包车拉货的。”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综合交
通处工作人员龚正介绍，允许非
营运客车入驻“快狗打车”App，
接单拉货， 平台明显存在违规。
苦于目前未出台相关法律规定，
无法对平台做出处理，“在我们
的执法范围内，加大对非营运客
车拉货的查处力度，让司机不加
入这种平台。”

另外，对于今年底4.5吨以下
的货车将取消办理道路运输证
及从业资格证这一问题，龚正解
释说， 因面包车不属于货车，并
不在此范畴内。

本报9月26日讯 “这里在拆
钢棚，请缓慢通行。”9月21日，位于
长沙天心经开区的长沙特种钢玻
璃厂进行企业退出拆除。由于生产
过程中产生粉尘，按照长株潭“绿
心”保护的规划和条例，该厂决定
将工业的生产业务迁出城区。

绿心地区是“城市之肺” ，保护
它就是守住“森呼吸”。让人欣慰的
是，此次涉及关停退出的工业项目
共有351个， 近七成企业是主动退
出的。 昨日，记者从长沙市两型办
获悉，今年年底前， 长沙还将完成
119家工业企业的退出整改工作。

351家企业让绿于民

长沙特种钢玻璃厂是一家老
企业，曾遭到附近居民的长期投诉。

“以前不是噪音就是粉尘，附
近的房子都不敢开窗户。”与工厂
一墙之隔的小区居民刘镇华告诉
记者，工厂搬离以后，原址上将建
一个小公园，“听到这个消息，大
伙儿都拍手叫好”。

长沙市生态绿心面积305.69
平方公里， 其中禁止开发区
129.88平方公里、 限制开发区
141.05平方公里，包括天心区、岳
麓区、 雨花区和浏阳市的部分乡
镇。为保证推进生态绿心保护，从
今年年初开始， 长沙打响了绿心

地区工业企业退出攻坚战。
记者从长沙市两型办获悉，截

至目前， 长沙绿心地区已关停退
出351家工业企业， 今年年底前，
长沙将按要求完成470家工业企
业的退出整改工作。

城区企业面临发展瓶颈

长沙城区的不少企业发现，
在寸土寸金的主城区生存， 反而
成为制约企业继续发展的瓶颈。
一些企业由于技改不足、 设备落
后、 厂房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而面
临发展后劲不足的困境。

“若想扩大生产规模，就必
须拓展‘地盘’。”长沙某搬迁企业
的负责人表示，“企业要有社会担
当， 异地安置其实也是一次转型
升级的契机。”

据长沙市两型办的统计，在
目前已经搬迁的351个项目中，有
七成企业是主动离开绿心区域。

一位业内专业人士分析，长
沙绿心区域主要在主城区。 工业
企业在这里面临不少的压力。比
如运输成本大， 长沙城区白天不
准大货车进入，只能晚上运货。此
外，城区地价大幅上升，但很多工
业企业只是微利， 不如重新寻找
一块更大的地盘，扩大生产，寻找
更好的项目。 ■记者 刘璋景

《“快狗打车”不仅拉货还载客?》后续

“任性”货运平台遭吐槽，该如何监管
运管部门：加大非营运客车拉货查处力度 长沙交警：严控“非法改装”行为

网友“实话实
说S”：支持快狗！但
要规范管理。

网 友“Mas-
terTsang”：如果发
生交通事故， 大部
分车主是非营运
险，保险是不赔的。

网友“青竹”：
“抖音”上还支招，半
夜里偏僻的地方没
有出租，叫不到网约
车， 可以约货车。也
不想想，半夜打这种
车， 平台审核又不
严， 如果发生意外，
怎么办？岂不是拿生
命在赌博。

市民李先生：
拿乘客背包当货
物， 拍张照片上传
就糊弄过去了，平
台怎么审核通过
的？ 感觉这个平台
安全隐患大。

市民杨先生：
准入门槛低， 平台
对司机、 车辆如何
监管？ 货品安全是
否有保障？ 货运全
程谁来监督？ 如何
把控危险违禁品等
的运输？细思极恐。

网友吐槽 守护“城市之肺”
七成企业主动迁出

9月26日，本报报道了“快狗打车App”“货拉拉”等网
络货运平台对加入平台的司机资质审核形同虚设， 非营
运客车竟然也能入驻拉货， 非营运客车司机在平台注册
时，提供“全拆座”选项等乱象。（详见本报9月26日A03）。

26日下午，记者找到“快狗打车App”长沙客服中心，
中心工作人员以城市运营经理在外地开会为由， 婉拒了
记者的采访。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表示，因法律滞后，
对平台监管存在盲区，将加大非营运客车拉货查处力度。

■记者 杨洁规

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律
师邹东腾表示，我国法律明确
规定， 货运和客运要分开。乘
客背个包， 把包放在货厢，自
己坐副驾驶座，表面看起来符
合拉货的规定，属于随货跟车
的行为，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运
人而不是运货。这种行为本质
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
的，因此是一种无效的法律行
为， 司乘双方都不受法律保
护。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
将是最大的受害者。一是无法
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同时因

为乘客自身有过错， 也无法按
客运合同规定向平台和司机索
赔。

对于平台监管问题，邹东腾
说，网络货运服务与网络出租汽
车服务虽不相同，但其平台系属
同一性质平台，我国虽未明确立
法，但可参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平台的相关规定执行，
且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
供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
是平台合法运营的必要条件。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平台，
让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运管部门 平台监管存盲区，将加大查处力度

“交警部门主要是对其路
面交通行为进行管控， 车辆的
使用性质由交通运管部门负责
管理。”长沙市交警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 面包车拆除座位用
来装货， 将超过车辆的承载能
力，会影响车况，同时，车厢装
满货物， 会影响驾驶员观察周
围路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针对面包车改装后从事
城区货物运输的现象， 交警部

门将对拆除座位而没有违法装
载的，视情采取警告、处罚和责
令恢复原状的方式进行处理。
“严控面包车违反规定装载交通
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长沙交警共查处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
违规载货的违法行为15796起，
查处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
登记的技术数据的违法行为
2418起。

长沙交警 严控面包车“非法改装”行为

律师说法 货运平台拉客，司乘双方都不受法律保护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因
与湖南涌鑫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等债务人债权债务纠
纷， 现执行法院已将债务人以下资产在京东网上进行
司法拍卖：

拍卖标的一： 湖南涌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湘乡市新湘路办事处工贸新区的湘乡涌鑫大厦房产
及项下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面积 6054.11m2,国
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1860.69m2。

拍卖标的二： 湖南鼎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 湘 潭 市 岳 塘 区 吉 安 路 东 侧 的 权 证 号 为

2005-2300135 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2639.58m2。
以上信息详情请登录网址查询：https://auction.jd.

com/courtProductList.html?vendorId=641316。
欢迎有投资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前来联系和在京东

网上参与竞拍。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4456442���1897388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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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拍卖营销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拥有衡

阳市威力陶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1368.28万元，其
中债权本金 729.99 万元，债权利息 317.60 万元，孳生利息
320.69万元(上述债权暂计算至 2018年 9月 20日，代垫费
用随债权一并转让)；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及保证担保。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债权担保及瑕疵情况请登陆公
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详见上述公司官网；交易条件：一次性付
款；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有效；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或执行和解。 上述债权信息
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 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 系 人： 陈先生 刘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4450542��0731-84458563
邮政编码： 410005
联系地址：湖南省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贺先生
联系电话： 0731-8445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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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衡阳市威力陶瓷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