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 长沙湘
江风光带风帆广场， 市民
站在上涨的江水中钓鱼。

记者 张洋银 摄

▲

长沙湘江世纪城附
近的江边， 居民在围观捞
鱼。 记者 虢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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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七月， 湖南福彩陪你嗨
翻夏日！金砖、金条、手机、金豆等
丰富奖品等着你！7月1日至28日，
下载注册“湖南福彩”APP，并在
湖南省内投注站购买双色球、3D
金额≥20元或指定刮刮乐票种
“蒸蒸日上”、66顺88发、“魅力4
射”累积20元以上，即可参加“湖
南福彩大家乐”活动。一次购彩五
次中奖机会， 日日有奖， 半月期
奖，每月季奖，属于三湘彩民的狂
欢盛宴正在火爆上演。

7月4日晚， 张先生正打算要
买自己精选的“7+1”双色球复式
号码， 投注站销售员推荐说：“最
近有活动，满20元就可以参加‘湖
南福彩大家乐’活动。”他当时觉
得还不错， 完全没想到无心插柳
柳成荫， 为他带来了30克金条的
大奖。

“7月5日晚8点38分， 我喊隔
壁的一位彩民一起参加‘湖南福
彩大家乐’活动，当时彩民不知道
怎么玩，最后一个数字开出25，游
戏界面立刻弹出‘中奖了’，我让
他使劲点，紧接着就弹出‘一台价
值3000元的手机’ 中奖界面。”来
自湘潭市43029001的福彩投注
站业主张老板介绍道。

湖南福彩再次提醒：购买双色
球、3D单票金额达到20元及以上，
或指定刮刮乐票种，“66顺88发”、
“魅力四射”、“蒸蒸日上”累积扫码
金额达20元及以上， 不仅可以中
大奖，还有机会赢取金砖、金条、手
机、油卡等奖品，更有机会冲击价
值10万元大礼包， 彩民朋友快来
参加吧! ■安颖 经济信息

A05民生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匡萍 图编/言琼 美编/刘湘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看
汛
期
安

全
调
查

7月10日，以“致敬标杆 前
行有WEY”为主题的中国豪华
SUV场景化媒体调研活动在江
城武汉燃擎开启。 以豪华SUV
动态体验为触点， 以突破创新
的“树标杆&场景化” 调研形
式，向豪华致敬、向标杆学习，
奏响向国际豪华汽车品牌进阶
的新篇章。

作为中国豪华SUV的领导
者，WEY以百年汽车品牌奔驰

为榜样， 对标世界豪华标杆，创
想中国豪华SUV进阶新思路。
此次场景化调研媒体专场采用
“多管齐下”的方式，让媒体参与
者们全方位感受德式豪华和中
式当代豪华交融的“豪华”、“安
全”与“智能”，探寻这个成立仅
两年多的中国品牌与世界百年
豪华品牌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见
证WEY品牌在豪华SUV道路
上的成长与进步。 ■经济信息

本报7月11日讯 以后在
滴滴上遗失物品， 或可下单请
司机送回了。今天，滴滴公众评
议会透露拟上线“遗失物品送
回” 功能， 邀请社会各界探讨
“司机按乘客要求送回遗失物
品，乘客支付多少费用合适”。

滴滴《网约车遗失物品处
理专项规则》于6月中旬结束公
示， 在上周完成修订并试行。规
则规定，乘客要求司机驾驶车辆
将失物送回时，应向司机支付运
输费；乘客要求司机用快递方式
送回失物时需承担快递费用；除
快递费、运输费之外，司机不得
向乘客要求其他不合理费用。不
过，送回费用的计算方式具体如
何设置，规则中并未提及。

记者了解到，“遗失物品送
回”是滴滴团队结合各界反馈准

备增设的功能，旨在进一步提升
司乘协商效率，方便乘客找回遗
失物品。 该功能正式上线后，如
乘客与司机协商一致，乘客可发
送预约订单， 请司机送回失物。
乘客支付的订单费用将全额给
司机，用以空驶补偿。同时，如果
司乘双方不希望使用该功能，依
然可以自行商议选择用快递或
者其他方式送回物品。

本次公众评议会共设置四
个选项： 无论多远都是一个固
定金额； 按实际送回里程阶梯
式定价；基于物品价值，按比例
支付；与司机自行协商，确定金
额。此次评议将持续7天，社会
各界可通过滴滴出行客户端、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参与评议，
或给予更多意见与建议。

■记者 潘显璇

“湖南福彩大家乐”
陪你嗨翻夏日

网约车司机送回失物，乘客支付多少费用合适
滴滴拟上线“遗失物品送回”功能，邀你评议费用设置

致敬标杆，前行有WEY

7月9日下午，记者在长沙
湘江风光带走访时发现，尽管
湘江水流湍急，水位涨至淹没
亲水平台处，仍有不少垂钓者
在风帆广场附近下竿。“涨水
才好钓大鱼，有回旋湾的地方
鱼聚得多， 好钓。 一下一条，
好韵味。” 一名陈姓钓友说，
他和钓友经常相约在长沙附
近水域垂钓，偶尔也会租借船
只皮划艇赴河中心钓鱼。“遇
到过几次水流湍急的情况，小
船摇晃得厉害，后来不敢随便
去了”。

而在杜甫江阁湘江段，3名
市民正在江边游泳，其中还有一
名看上去十多岁的孩子，三人都

没有携带任何辅助漂浮工具。
7月10日， 湘江水位长沙

段再现新高， 不少市民闻讯来
到江边等候洪峰。下午6点，湘
江世纪城小区附近的临江步道
上， 一名男子拿着工具下水捞
鱼，片刻后鱼儿落网，围观者纷
纷上前。 另有一名年轻女孩为
了给江水拍特写， 跨过警戒线
走下楼梯， 在水位刻度线旁蹲
下，脚尖离水面不过10厘米。

离长沙水文站不远的湘江
沿岸，3名钓客频频拉竿， 收获
颇丰， 围观市民不时发出感叹
声， 几名没有大人跟随的孩子
兴奋地下水抓鱼。此时，湘江长
沙站水位已经达到38.30米。

围观、垂钓、游泳……汛期来临，湘江沿岸险象环生，多地钓者遭遇险情

涨水才好钓大鱼？莫拿生命当儿戏
随着连日暴雨，湖南多地洪峰过境，三湘都市报记者连续

三日走访发现，长沙不少市民在江河沿岸围观拍摄洪水、垂钓，
甚至有人下水游泳。记者获悉，汛期来临，已有多地钓鱼爱好者
遭遇险情。省消防总队提醒广大市民，远离危险水
域，避免悲剧事件。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殷宇璐 通讯员 张金干

水涨正是垂钓时， 但随着
汛期来临， 不少钓鱼爱好者遭
遇了险情。

6月29日上午，邵阳洞口县
两名垂钓者被困长塘水库下方
一孤岛浅礁处。原来，两人上午
过河时河水尚浅， 可赤脚趟河
至浅礁处， 后来上游长塘水库
开闸放水，河水突涨，过河较危
险。当地消防接警后，历时1个
多小时才与被困人员汇合实施
援救。

6月11日晚，永州零陵辖区
湖南中烟吊桥平路段有3名夜
钓者被困在河中孤岛。 因连续
暴雨， 河水上涨迅猛， 水流湍

急， 周围没有路径可以到达被
困人员位置。 经过近一个小时
的等待和营救，3名被困者最终
通过渔船被转移到岸上。 事后
从3名夜钓者口中了解到，3人
傍晚时分相约乘皮划子到河中
钓鱼，因皮划子重心不稳,挂上
树后，皮划子倒翻，致使3人落
水被困在河中孤岛上。

“水来得太快了，人在洪水
面前不堪一击。”回忆起自己去
年9月在长沙望城沩水钓鱼被
冲走那一幕， 市民周先生仍心
有余悸，“幸亏后来水流速度有
所减缓，加上自身水性不错”才
脱离险境游回岸边。”

险象环生 湘江沿岸垂钓、围观、游泳者不少

险情频现 汛期来临，多地钓者遇困

消防提醒

水域救援难度大，避免涉险
记者从湖南省消防总队获悉， 水域救援存在突发性、

危险性、紧迫性，且极易出现被救援人员无法配合甚至不
愿意配合等情况，意外情况多，救援难度大。现在正值汛
期，大家要加强自我安全保护意识，不要在存在危险因素
的区域围观逗留、垂钓等，以免涉险。

据介绍，省内各地正积极开展水上救援演练。7月1日，长沙
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湘江长沙月亮岛段开展水域救援演习， 为支
队储备培养水域救援的一线尖兵和组训的专家能手。7月2日，常
德湖南省综合应急救援机动支队常德水域救援大队揭牌成立，
大队全面建成后具备水面搜索、救生和水域潜水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