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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隐患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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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9日讯 今天，记者
从滴滴出行了解到， 滴滴调整了
拼车计费规则，拼成后派车的用户
可以享受比以往更低的折扣；快车
用户也可以选择接受拼车省钱。同
时，滴滴还计划推出拼车延误保障
服务，选择拼车的乘客一旦晚于系
统给出的预计到达时间，滴滴将通
过减免车费的方式进行赔偿。为了
鼓励拼车，12月3日，包括长沙在内
的26个城市将推出首个“全民拼车
日”活动，当天拼车成功的用户可
以享受1折乘车的优惠， 最高可以

减免100元车费。
11月29日下午5时， 记者登录

滴滴出行客户端发现，界面上不仅
有独立的“拼车”栏，“快车”栏也增
加了拼车选项，界面下方有“接受
拼车，拼成享一口价”字样。比如，
从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世纪城到芙
蓉区万家丽广场，预估的快车价格
为26元，拼车成功则是一口价15.8
元，拼车价约是快车预估价的6折。

对此，滴滴方面表示，在快车
页面勾选“接受拼车”再发单，空车
和已接到拼友的载人车都能来接

驾，从而在排队打车时帮助用户更
快出发，更能满足时效和高性价比
用户的需求。

此外，滴滴顺风车于近日在数
个城市上线试运营。对此，交通运
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表示，
鼓励有条件的平台公司按照有关规
定和要求，开展顺风车业务，加强安
全管理措施， 同时强调平台公司必
须严守安全底线， 从源头上保障安
全，快速响应处理乘客投诉，并且
驾驶员所从事顺风车行为必须不
以盈利为目的。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1月29日讯 今天，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与阳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签订了司法领域责任保险
战略合作协议， 用保险来破解
执行难题。

现场签订的险种中， 继续
执行责任保险是最大亮点，申
请执行人一旦购买了该保险，
其所申请的执行款即使有案外
人提出异议， 仍能如期拿到执
行款， 而不会因为案外人的异
议而中止执行。

有了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申请执行人只需支付少量的保
费， 通过保险公司审核后就能
够及时拿到所申请的执行款。
当然，如果执行异议之诉完成，
确定执行款是案外人的， 保险
公司也会予以赔偿。

“相当于申请执行人向法

院提供了一个价值相当的担保
财产。 符合法院正当程序的情
况下，极大地缩短了执行时间，
提高了执行效率。 申请执行人
能够尽快地拿到案款， 同时对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他
在正当权益的保障上， 也得到
了坚实基础。”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常务副局长向国
雍说。

除了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外，执行悬赏保险、破产管理人
执业责任保险等险种也将助力
破解执行难题。执行悬赏保险，
即申请执行人为找到“老赖”的
小金库，只需支付少量的保费，
便可向社会发布悬赏， 征集被
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一旦悬赏
成功， 这笔奖金将可由保险公
司来支付。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梅溪湖艺术馆
今起开门迎客

想退199元ofo押金，得花数千元购物
1500万用户在排队等待退押金 ofo退押金政策又出新花样，遭网友吐槽和痛批

至今仍拖欠着上千万用户押金的ofo小黄车，在
退押金一事上又出了新花样。 近日，ofo小黄车上线
了“天天返钱”活动，宣称“购物返现金，押金可提
现”。不过，记者发现，这一新模式遭到众多网友吐
槽，因为拿回199元的押金，用户需要花费数千元购
物。而在长沙地区，则已经难觅ofo
小黄车的影踪。 ■记者 潘显璇

想退押金得先消费

三湘都市报记者打开ofo
小黄车的App，在首页的“天天
返钱” 活动中， 系统提示用户
“购物返现金， 押金可提现”、
“购物返现金，最高返40%”。

“天天返钱” 的界面与电商
平台类似，分为拼购、9.9元特价、
限时秒杀、 大额返现专区等模
块，商品来自第三方电商平台或
ofo旗下的小鹿有货， 每件商品
都清楚标示出了可返现的金额。

根据规则， 用户在客户端
内购买商品，订单完成后，就可
以获得返现金额， 一旦累计返

现达到一定额度， 用户就可以
提现。在ofo小黄车中有押金未
退的用户， 可以将押金转至该
账户，并享受双倍返现，提现门
槛最低为20元。也就是说，被拖
欠押金的用户提现金额达到20
元时可以提现40元。

不过， 购物返现的钱并不
好赚。 比如，89元的坚果大礼
包， 返现约5.74元；5斤装售价
32.8元的苹果， 返现约1.66元。
算下来， 想要通过这一途径拿
回199元的押金， 用户需要购
买数千元的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 参加天天
返钱活动的用户一旦授权同意
参加该活动， 其押金便会转至
天天返钱账户， 平台将视用户
自动放弃对押金的索取， 用户
也不能通过排队的方式退押
金。而押金转至“天天返钱”账
户后， 用户是无法直接使用押
金购物的，必须重新花钱消费，
方可获取返现， 达到提现标准
后逐次将押金提出。

记者注意到， 不少用户都
在网上吐槽和痛批这一新模
式，比如有网友评论称其“退钱
不太行，圈钱第一名”。实际上，
ofo为了退还用户的押金做过
不少尝试。 最初是只能线下退

押金， 后来提出押金转为P2P
理财、押金转为金币购物，然后
才是如今的消费返现模式。有
媒体通过每日实测发现，ofo小
黄车的日均退款人数在3500
人左右， 而目前仍有约超过
1500万用户在排队等待退押
金，照此推算，全部退完押金的
时间超过11年。

11月29日， 记者走访发现，
在长沙街头已经难觅ofo小黄车
的踪迹， 车辆基本上已经被清
理，退出了长沙市场。“并不指望
能退押金了， 就当作公益捐了
吧。” 长沙市民陈先生表示，ofo
小黄车暴雷后，他就选择了其他
不需要押金的共享单车了。

仍有上千万用户排队退押金

法院“搭桥”，用保险破解“执行难”
申请执行人只需支付少量保费，就能如期拿到执行款

滴滴拟推出拼车延误保障服务，乘客可享受1折乘车优惠

拼车延误最高可减免100元车费

近日，常德市澧县消防部门联
合澧县应急局、澧县卫生健康局对
辖区医院、 卫生院开展专项检查，
发现诸多火灾隐患。

检查中，消防监督人员发现澧
县甘溪滩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楼窗
户设置防盗网， 未设置逃生窗、二
楼逃生门锁损坏；二楼走道、楼层
间未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室内消火
栓损坏； 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患，
消防部门当即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依法将该单位确定为重大火灾隐
患单位，进行公开曝光。

消防部门将对澧县甘溪滩镇中
心卫生院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整改情
况进行跟踪通报， 增加隐患整改工
作的透明度， 保持火灾隐患整改的
高压态势， 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整改
消除火灾隐患。 ■通讯员 王颂扬

株洲炎陵县一重大火
患单位摘牌销案

近日， 炎陵县人民政府下
发了《关于对炎陵县金色童年
幼儿园重大火灾隐患摘牌的批
复》，对炎陵县金色童年幼儿园
重大火灾隐患进行摘牌销案。

今年10月29日， 炎陵县消
防救援大队在对炎陵县金色童
年幼儿园进行消防监督检查
时， 发现该幼儿园的儿童用房
设置在五层， 一旦发生火灾将
造成严重后果，依据《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 该场所已构成
重大火灾隐患，大队于11月4日
报炎陵县人民政府实施挂牌督
办。整改期间，消防大队多次深
入该单位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
情况进行跟踪督办，提供消防技
术服务， 并督促落实整改措施，
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经过整改， 炎陵县金色童
年幼儿园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完
毕，经消防大队对其复查合格，
县人民政府同意对该单位销
案，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成功摘
牌销案。 ■通讯员 周舟

岳阳消防集中曝光四家重大火患网吧

近日，岳阳消防集中开展网吧
消防安全检查，并集中对检查中发
现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四家网吧
进行集中曝光。

此次被曝光的有湘阴县湘高
速网吧、湘阴县逍遥居网吧、君山
区新快活林网吧和云溪区志立网
吧。湘高速网吧、逍遥居网吧和新快
活林网吧均存在未按消防技术标准
规范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
问题，不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
定，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
伤和重大财产损失。根据《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规定，可直接判定该
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三家网
吧均被责令限期整改。

志立网吧因存在未按国家标
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按国
家标准设置疏散指示标志、通道处
堆放可燃物影响安全疏散、窗帘遮
挡安全出口影响安全疏散等大量
火灾隐患，被云溪消防大队依法进
行临时查封，并要求该网吧在整改
期间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坚决防止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确
保消防安全。 ■通讯员 杨舒源

常德澧县一卫生院被立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记者从湘江集团获悉，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三大单体建筑之一的艺术馆
11月30日开始试运营。

届时，由国际新媒体艺术团队“墨子”
打造的沉浸式新媒体艺术群展《流动的永
恒》同步开启。为期近5个月的展览，通过
红外捕捉设备、激光测距传感器、动力机
械装置等高科技设备与原创音乐、原创视
觉、创意装置的组合，为长沙市民带来17
组艺术语言、风格各异的大型沉浸式交互
作品。 记者 黄亚苹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