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9日讯 今天，长沙召开
民办教育工作会议。记者从会议现场
获悉，从今年开始，长沙市教育局将
用三年时间，规划遴选和建设市级品
牌民办学校共100所。与此同时，长沙
将调整民办学校审批政策，以吸引有
思想、有实力、有情怀的社会组织或
个人到长沙投资办学。

三年遴选建设
百所品牌民办学校

据统计， 目前长沙市民办学校
（含幼儿园）共有2277所。从2019年
开始，长沙市教育局将用三年时间，
规划遴选和建设市级品牌民办学校
共100所，其中高等职业学校2所、中
等职业学校8所、 普通中小学15所、
幼儿园40所、专修学院5所、培训学校
30所，初步构建起全市品牌民办学校
体系。

申报品牌校， 需要哪些条件？据
介绍， 凡办学时间至少三年以上，近
三年度办学情况评估结论均在合格
以上，且至少一年为优秀等级；党组
织建设达到相应要求、学校场地设施
达标；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当地同类学
校先进水平；教职工工资福利待遇高
于当地学校水平的都可以申报。通过
学校申请、基层推荐、组织考察，有计
划地认定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
好和社会声誉好的民办学校。对于确
认立项的品牌校，长沙市教育局将给
予经费支持，对验收确认的品牌学校
给予经费奖励。

长沙民办学校
审批政策将调整

“长沙民办教育的投资者并不
少，申请办学的多，但是有实力的、懂
教育的、办公益的少。”长沙市教育局
民办教育处处长刘凯希说，长沙的民
办教育需要更多“高大上”的投资者，
接下来，长沙民办学校审批政策将作
适当调整。

刘凯希透露，首先将对申请举办
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个人， 实行
风险告知， 提醒办学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
和经营风险， 要求学习领会政策精
神，做好项目调研论证，并出具书面
确认资料。

同时，将严格审批条件。对举办
者实行准入限制，被列为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的人员、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社
会组织禁止举办民办学校。还将对办
学场地、 注册资本提出明确硬性要
求。刘凯希表示，设立民办学校还应
符合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布局。“民办
学校扎堆、 在校生占比较高的区域，
要慎重发展；民办学校相对较少的区
域，要适当扶持。”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共享出行，押金和预存资金设上限
交通运输部新规征求意见：押金应在申请当日退还 业内：行业或将正式步入健康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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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规， 运营企业收
取的用户预付资金总规模应
当与其服务能力相匹配，严
禁超出服务能力收取用户预
付资金。 其中共享自行车单
个用户账号内的预付资金额
度不得超过100元；其他交通
运输新业态单个用户账号内
的预付资金额度不得超过
8000元。同时，新规明确，运
营企业只能将用户预付资金
用于其主营业务， 不得用于
不动产、股权、证券、债券等
投资及其他借贷用途等。

【现状】 记者查询发现，
目前共享单车都在推行月
卡、季卡、年卡制度，不限骑
行次数。比如，哈啰单车只有
两种套餐选择，30天月卡折
后价格为10元，90天月卡折
后价格为25.8元，这一标准远
远达不到100元上限的标准。
摩拜单车的套餐模式则非常

多，有30天、90天、180天、360
天四种，折后价格分别为8.8
元、24.9元、99元、168元。

“参照《征求意见稿》，摩
拜或许会调整年卡的价格，
但这不会对企业有什么影
响。”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实
际上几乎没有摩拜用户会购
买360天的套餐， 因为购买4
份90天卡的价格才不到100
元，要远远低于360天卡168
元的售价。同时，该业内人士
建议， 用户购买月卡或者季
卡即可，没必要买年卡，因为
大部分城市在冬季并不适合
骑行。

“这一点可以有效制止
那些一味大量收取预存金的
企业。”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表示， 之前确实有
企业通过打折等降低用车成
本的营销方式来吸引用户多
充值， 这样就给用户的预存
金造成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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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成为国内首部针对网约车、
汽车分时租赁及共享单车等交通新业态资金和押金的管理
办法。目前办法正向社会征求意见。

新规指出，运营企业原则上不收取用户押金，对确有必
要收取的，设置了收取押金的上限，如汽车分时租赁的押金
不得超过成本的2%。同时，新规对预存资金数额及用途作
了规定，如共享单车预存资金不得超过100元，其他交通新
业态不得超过8000元。新规还要求共享单车企业应当日退
还押金给用户。

先导快线企划总监刘慧婷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如果说共享出行在过去几年是井喷式发展，那么随着
新规的即将出台，接下来行业将步入健康化、规范化发展。

■记者 胡锐 潘显璇

《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的管理范围
包括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的经营
活动，包括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汽车分时租赁和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等。

根据新规， 运营企业原则
上不收取用户押金， 确有必要
收取的，应当基于协议，提供运
营企业专用存款账户和用户个
人银行结算账户两种资金存管
方式，供用户选择。用户押金归
用户所有，运营企业不得挪用。
同时， 运营企业承担保障依规
存入其专用存款账户用户资金
安全的主体责任。

【解读】 在刘慧婷看来，这
条是最为重要的规定。“因为规
避了企业占用押金的风险，这
样一来即使企业自身出了资金
问题， 用户也能拿回押金。”刘
慧婷说， 在之前无论是共享汽

车还是共享单车行业爆出的押
金难退现象中， 无一不是因为
企业挪用了用户押金。

本报此前曾报道， 本地首
家投运的共享汽车品牌———位
位用车于去年被曝出业务停
摆，用户押金难退，至今仍有用
户反映押金未退。“行业又出现
了押金难退的情况。”一业内人
士介绍， 目前长沙有共享汽车
品牌也出现运营不正常、 用户
押金难退的情况。

2017年下半年，酷骑单车、
小蓝单车、 小鸣单车等共享单
车品牌先后“沦陷”，押金难退
一度蔓延， 全国众多用户成为
受害者。

“随着新规的出台，共享出
行领域将逐渐步入健康发展轨
道。”刘慧婷表示，如果说共享出
行在过去几年是井喷式发展，那
么随着新规的出台，行业接下来
将朝着健康化、规范化发展。

运营企业原则上不得收取押金

对于收取用户押金的，新
规规定了押金上限： 汽车分时
租赁的单份押金金额不得超过
运营企业投入运营车辆平均单
车成本价格的2%；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的单份押金金额不得超
过运营企业投入运营车辆平均
单车成本价格的10%。 运营企
业应当在与用户签订的服务协
议中明确押金收取数目和扣除
押金条件， 在网络平台显著位
置明示押金退还方式、 程序和
周期。

【市场】2017年底，共享单
车经过一轮洗牌潮后， 长沙市
场形成了摩拜单车、ofo小黄
车、哈啰单车三足鼎立的格局。
同时，ofo小黄车、 哈啰单车为
了取信于用户， 还开始在包括
长沙在内的多个城市试水芝麻
信用免押金骑行模式。

2018年3月， 哈啰单车率
先宣布在全国推行信用免押
金骑行， 芝麻信用分达到650
分即可享受免押金骑行。2018
年7月， 被美团收购的摩拜单
车宣布，实施零门槛全国免押
金政策， 用户扫码就可骑行，
连信用分的门槛都省了。反而
是曾经率先推行信用免押金
骑行的ofo小黄车， 因为资金
压力在免押金这件事儿上被
“孤立”， 于2018年6月取消了
免押金骑行政策。

据调查， 在湖南投运的共
享汽车行业， 目前也有一些企
业推出了信用押金模式， 而实
行押金模式的企业在收取押金
时也基本没有超过单车成本的
2%。“比如一辆10万元的共享
汽车，押金一般都在1000元左
右。”本地一业内人士受访时介
绍。

汽车分时租赁押金不得超过单车成本的2%

押金

共享单车预存资金不得超过100元

用户申请退还押金后，
什么时候能收到押金呢？根
据新规，用户申请退还押金
时，存管银行和其他支付服
务机构核对相关信息后，
应当于当日 (至迟次日 )基
于原路退还原则退还
用户。用户原账户发生
变化的，运营企业需提
供用户身份信息、押金
支付信息和退款账户
信息，存管银行和其他
支付服务机构核对认
定后再行退还。

【观点】“这一条规定是
让企业尽快退还用户押金，
从而避免资金被挪用。”刘
慧婷表示，这也是给用户押
金安全又加了一道防护墙。

退押

预存资金

押金应在用户申请当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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