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 11月 15日讯
“每天最少可领10元外卖红包，真
有天下掉馅饼的好事？”今日，长沙
市民朱小姐收到一张卡面显示为
饿了么、美团联合派发的800元至
尊体验卡。该卡的背面写着：扫描
卡上二维码可领取美团、 饿了么
内部大额外卖券，每天最低10元。

朱小姐扫描二维码后， 便弹
出名为“餐餐神券”微信公众号，
按照提示领取了满20元减5元限
定商家红包、满20元减3元天天神
券以及满35元减7元的膨胀神券，
但三张优惠券不可叠加使用，且
有一定的使用门槛。 如，“天天神
券”仅支持对应活动商家，需用户
点单商品、 配送费减免所有折扣
后高于20元才能使用。

三湘都市报记者查询获悉，该
公众号主体“杭州影客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日期为2021年6月9日，注
册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经营范围涵盖软件开发销售、办公
服务、平面设计等，用户领券薅羊
毛似乎不在经营范围之列。

“公众号向外发出外卖红包，
用户点击链接领取红包并结算使
用， 发券人便可获得一定的佣金
提成。这也意味着，消费者靠“捡
小便宜”心态领取外卖红包，却可
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发券人赚
取佣金。据了解，饿了么、美团并
无所谓的“指定外卖红包合作
商”，消费者点外卖时需通过正规
平台及入口，以免上当受骗。

■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宁瑞欣

“天天神券”埋陷阱
“捡小便宜”会吃亏
饿了么联合美团发800元
“至尊体验卡”？假的

11月15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举行了“法拍车”直播活动，评估师正在现场代网友体验待拍车辆。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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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直播“带货”，司法拍卖涉案豪车
所有车辆优缺点完全公开，并有现场试驾 想买“法拍车”？请先阅读法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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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讯
“同学们，开播啦！食堂上新菜
啦！”学校食堂为了让学生们少
点外卖，可以有多拼？湖南科技
学院给出了答案。 为了激发学
生们对食堂的兴趣， 食堂里开
起了直播， 平时在厨房里炒得
“热火朝天”的掌勺大师傅变身
为“带货”主播，用学生们最感
兴趣的方式， 宣传健康饮食的
重要。今日，记者联系上了高校
食堂“主播团”的主力，听她讲
述“带货秘籍”。

美颜灯、 手机架、 小话筒
……简单的准备过后，属于湖南
科技学院的直播在后厨正式开
始了。整个直播内容包括后厨如
何制作、做完后的菜品呈现。

上一秒还是在厨房里“掌
管江山”的厨房大师傅，下一秒
就是直播镜头里卖力宣传的主
播。 让厨房大师傅完成这一华
丽变身的原因便是， 学生们对
食堂饭菜的“冷落”。虽然湖南
科技学院的三个食堂里菜系都
健康丰富、品类繁多，但学生们
兴趣却并不大。 为了让学生们
看见食堂里也是美食的“卧虎
藏龙”之地，他们才另辟蹊径，
在食堂里开起了直播。

首场直播10月19日开启，
厨房大师傅们精心准备了平时
食堂都有的菜品， 清炒百合、永
州血鸭、油焖大虾、东安鸡……
为了让学生们更有食欲，还做了
精心的装盘。 尽管是首次开播，
当天直播观看人数峰值一度达
到千人同时在线，效果很不错。

“上大学之后，我们都觉得
学校的饭菜很一般，所以，我们
更愿意选择的是方便的外卖。”
主播团的主力湖南科技学院学
生张欣瑶告诉记者，虽然学校食
堂就设置在宿舍附近不远处，但
一开始对食堂的选择率并不高。
现在自己成为了主播团中的一
员，实地前往后厨观看和现场品
尝后，她已经成为了学校食堂的
忠实粉丝。和张欣瑶一样，被食
堂直播吸粉的学生不少，同学们
纷纷线上留言表示被圈粉。

“通过直播，最近来食堂吃
饭的学生明显增加了很多，得
到认可和支持我们很开心，学
生们吃得健康营养， 喜欢吃就
行。” 食堂大师傅蒋满春表示，
食堂只要推出新菜还会继续直
播推荐，让学生们线上观看，线
下品尝。 ■全媒体记者 田甜

视频 刘品贝

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讯
“这辆车适合商用， 也适合家
用，一家七口出行很方便。”“这
个车的引擎盖、大灯、漆面都有
不同程度的受损， 是一台事故
车。”……今日，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举行“法拍车”直播活
动， 汽车评估师现场对14辆待
拍车辆作了介绍。据了解，这是
湖南法院首次在司法拍卖中开
展“直播看车”活动。

直播车辆瑕疵
让购车人心里有底

上午9时，在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前坪，14辆车排成两
行整齐停放，等待竞拍者。记者
注意到，参拍车辆中，有奔驰、
宝马、保时捷等车型，起拍价从
1.5万元到75万元不等，包括新
车、事故车、违章车等。

为了让购车市民心里有
底，这次看车活动，所有车辆
的信息全部公开， 不论是优
点，还是缺点。直播过程中，评
估师还会多次提醒竞拍者，在
拍卖前一定要认真阅读法拍
公告，以便及时获取车辆的违
章、改装、车损等情况。为回应
网友的问题，评估师还会现场
试驾，实时分享舒适度、车内
的装潢设计，以及发动机是否
有损坏等。

“所有的车况都是目测的，
如果有意向竞买的， 也可以到
现场来看车。”评估师李泽林告
诉记者，为了给网友提供便利，
特地增加了看车、车况介绍，以
及车辆信息介绍的环节， 在目
测范围内， 会毫无保留跟网友
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除了不少网友在线收看直
播， 很多附近居民也前来现场
观摩。

竞拍前， 先仔细阅读法拍
公告

据介绍，本次“直播看车”
后，开福区人民法院将于11月
18日10时至19日10时，通过京
东拍卖对相关车辆进行拍卖，
欲竞拍者可以提前关注。

“对于车辆的购买，广大市
民朋友一定要仔细阅读拍卖平
台所公布的法拍公告， 对所披
露车辆的瑕疵及时了解， 以免
发生不必要的麻烦。”长沙市开
福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邱巍提
醒， 如果最后竞价获得了该车
的竞标以后， 买受人应该在规
定期限内缴纳尾款。这之后，人
民法院将会协助其办理车辆的
购物登记手续， 并且完成车辆
的交付。

值得一提的是，开展网络
司法拍卖直播活动是湖南法
院创新“互联网+执行”的一次
有益探索，既有利于充分展示
拍品信息，为竞买人提供足不
出户的“看样”体验，又能提高
交易效率， 降低拍卖成本。同
时，也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
司法拍卖知识的了解，增强人
民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

目前，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已全面入驻京东网和淘宝
网等网络平台开展网络司法拍
卖活动，践行“100%网拍”的资
产处置变现新模式。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罗晓

记者： 法拍车辆是如何
确定拍品的评估价？ 网拍中
很多拍品没有评估报告，是
什么原因？

法官：其实，确定财产的
参考价是有多种方式的，
2018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
问题的规定》确定，人民法院
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可以采
取当事人议价、定向询价、网
络询价和委托评估等方式进
行， 所以咱们竞买人看到的
拍品如果没有评估报告也没
有关系， 是以双方当事人议
价为基础产生的起拍价。

记者：车辆拍得之后，之
前车辆的违章问题如何处理
呢？

法官：竞拍成功后，如果
车辆在处置之前有违章情
形，对于扣分项，法院会出具
协助执行通知书到当地的车

管部门，由车管部门协助处
理，但产生的罚款需要买受
人承担。

记者：买回来这些涉案
车辆会不会带来麻烦？

法官：人民法院财产处
置的前提是确定财产的归
属，所以，只要竞买人按照
规范办理相关手续，是没有
什么问题的。有些人会关心
这些车有没有抵押，但抵押
问题和买受人是没有关系
的，法院会在过户前注销相
关抵押登记。

记者： 如果拍下之后
不想要了怎么办？ 悔拍怎
么办？

法官：根据《最高网拍》
第二十四条规定：拍卖成交
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
证金不予退还。悔拍后重新
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
竞买。 如果成功竞得拍品，
就不要轻易悔拍了。

购买“法拍车”，需注意以下问题

掌勺师傅当主播，高校食堂喊学生来吃饭
原因：学生“冷落”食堂饭菜选择外卖 收获：不少学生被圈粉，客流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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