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电动单车如何“瘦身”？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刘珊珊

经常在网上购物，突然有“客服”打
来电话，告知买的物品有质量问题，准备
赔偿3倍货款……这是网络骗子的一种
圈套和花招。面对这样的圈套，市公安
局提醒广大市民要擦亮眼睛，首先不要
轻信，不要透露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
短信验证码，更不要向任何陌生账号转
账汇款。

近日，市民郝女士没有想到，自认为
平时比较精明的她，却在接到自称“客服”
打来的电话后，掉进了陷阱。竟然听从对
方操作，不仅网贷了1万元，这1万元还
差点被骗走……16日，回忆陷入骗局时
的情景，郝女士觉得，当时自己像被人洗
了脑一样。

9日中午，郝女士接到一个电话，对
方称是一名淘宝客服，告知其网购的纸尿
裤出现质量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将
给予货款的3倍赔偿。但要获得赔偿，需
要郝女士提供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银
行密码、手机验证码。

而在几天前，郝女士确实网购了100
多元的纸尿裤，对方说的相关信息与自己
的情况并无差错，打消了她的顾虑。于
是，郝女士给对方提供了银行卡号等信
息，但过了一会儿，对方打电话要求她另
换一张其他银行的卡。郝女士重新发去
了工商银行的卡，并如实向对方提供了相
关信息。

随后，对方让郝女士跟着他口述的
操作方式进行操作，理赔款将很快到账，
郝女士信以为真。可郝女士根据对方提
示进行操作后，却发现银行卡里转来一

笔1万元的网络贷款……她当即到派出
所报案。

民警一听，认定郝女士已经陷入骗
局，对方所谓的赔偿仅是个幌子，其实是
让她网贷后，再将贷款骗走。为此，民警
及时为郝女士修改网上支付密码，同时让
其尽快到银行修改银行卡密码，并及时归
还到账的1万元网贷。

市公安局民警介绍，目前经常出现的
网络骗局有网络兼职刷单；自称公检法要
求转账汇款；婚恋交友提出投资、购买虚
拟货币；网络贷款要求刷流水、转账审核
还款能力；自称网购的货物存在质量问
题，要退货赔款等诈骗手段。广大市民一
定要牢记，不能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信
息、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更不能向任
何陌生账号转账汇款。如一时不能明辨
是非，请及时拨打110或向辖区派出所报
警咨询。

小心！“客服”喊你“去维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问安全

近日，有多名网友在咸宁论坛上发
帖反映，他们都接到一个要求去公安局
签收文件的电话，因对方声称自己是“公
安局工作人员”，半信半疑之际只好向派
出所求助。

“你好，我是咸宁市公安局的工作人
员，经核查你涉嫌违法，现通知你来签收
一份文件。”14日下午3点，正在上班的
网友“沧海一粟”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自称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民警，
但未报自己的姓名。这名“民警”用严肃
的口吻说，该网友涉嫌一起犯罪，让他到
市公安局四楼的刑侦科拿一份文件。

挂断电话后，该网友半信半疑后，遂
拨通了咸宁市公安局的电话。

值班民警在接到“沧海一粟”求助电
话后，便记下该网友接到的来电号码，当
即回拨过去，可电话那头不是无法接通
就是语音报称是空号。民警初步分析

后，当即告诉该网友这个电话是诈骗电
话，并告诫他不要轻信。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近期，市公安
局相继接到多位市民举报，他们都接到
了“公安局工作人员”电话，要求来公安
局拿份文件。

市公安局总结了此类骗术的一些特
征：号码很奇怪，如带00的号码，或0715
开头的固定电话，口音却是外地人；态度
很差，很凶，以可能涉嫌犯罪为借口进行
恐吓，想要向其询问情况，说法不清，威
胁辱骂。

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说，这种新套路
的诈骗进一步发展下去，若受害人轻信
询问对方该怎么办，骗子就会按照既定
套路一步步实施诈骗。或者之后再打电
话联系受害人，质问为何还不来公安
局。然后转变为在电话中录笔录，确定
受害人涉嫌犯罪，要求清查账户。最后
一步便是老套路了，以“安全账户”的名
义让受害人去银行ATM机进行操作，从
而将受害人存款转走。

市公安局提醒：公安局不会电话通
知你来领文件；可以询问对方市公安局
在咸宁的具体信息，如果回答不上来，那
就是骗子；说你有涉嫌犯罪的，基本都是
诈骗，如果您真的有问题，警察第一时间
会上门找你。

当心！“公安”让你“收文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魏明

未按期办理房产证
部门：责令开发商加快进度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咸安区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自己购买了商品房，但开发
商一直未给业主们办理房产证，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解
决问题。

该网民表示，自己2014年购买了汀泗桥镇天地新城
小区的商品房，装修、入住后，才发现开发商在销售时承
诺给业主办理房产证的事情并没有按期办理，三十栋屋，
六七百户居民，没有正规的变压器，配电房。居民用电得
不到保证，还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该网民反映的问题，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经了解，天地新城项目未办理房产证问题，是因为项
目未电改致无法验收而未办理房产证。现开发商已与电
力部门沟通，积极推进电改工作，电改完成后便可办理项
目验收工作。市住建局已责令开发商加快进度，争取早
日完成工程量，为业主办理房产证。同时，该网民也可根
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关
于未开维修资金和契税发票问题（开发商代收），开发商
正在筹措资金。

新闻追问
问管理

将单车数量控制在将单车数量控制在11万辆以内万辆以内

9月初,我市开展市中心城区共享
（电）单车专项整治行动，市城管执法委、
市市场监管局、市交警支队等相关单位组
成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
了《市中心城区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行
动方案》。

该方案主要适用于我市所有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企业的运营管理，主要围绕清
理违规投放的共享(电)单车、落实各项规
章制度、规范停放秩序、加强宣传文明引
导四个方面进行整治。

9月16日，记者走访发现，中心城区
的共享电动单车似乎没有之前那么多，且
大部分停放点车辆都能整齐有序停放，偶
有部分车辆在人行道上随意停放。

据市城管委停车管理中心负责人高
启胜介绍，他们约谈了咸宁城区投放共享

电动单车的4家企业负责人，要求企业将
城市公共空间投放的共享电动单车进行
清理回收，当前已经全部清理回收完毕。

“我们计划将城区的单车数量控制在
饱和量1万辆，控制好规模才更好管理。”
高启胜说。

同时，为方便共享单车停放，本着“应
划尽划、可停尽停”的原则，市城管委还将
协同多个部门合理施划停车区域，对区域
划定实行审批制度，严格规范停车问题，
避免占用行车道和人行道。

根据2018年出台的咸宁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办法，电动自行车是指以蓄电池作
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
骑行、电动或者电助动功能且符合国家相
关标准的自行车。而共享电动单车基本
满足该规定，应该予以上牌才能上路。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李纪武介绍，届
时将由市场监督管理局鉴定当前市场投
放的共享电动单车质量、重量、速度等指
标来确定是否符合上牌标准，再安排统一
上牌，实现一车一牌，并按要求购买相应
保险，由市城管执法委登记备案，统一纳
入电动车进行管理。

不可忽视的是，上牌后面临着新的管
理难题。由于共享电动单车的共享性，没
有固定车主，一旦出现违章违规，责任归
于企业方还是使用者难以判定和作出处
罚。“我们也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正在收集
借鉴其他已经实行共享电动单车上牌城
市的管理经验，最后再出台一套相对合理
的管理办法。”李纪武表示，对此管理必须
慎重，既不能让企业或者使用者无辜背
锅，也不能纵容其违法违规。

方案下发后，共享电动单车运营企业
也表示，今后将严格执行方案中的相关要
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合力做好
共享电动单车的运营管理工作，推动共享
电动单车健康有序发展。

共享电动单车的健康有序发展，除了
靠政府、企业监督运营管理，还需靠市民自
觉文明用车，遵守交通规则，在规定区域有
序停放，共同维护城市良好形象和交通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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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作为绿色环保的出行工具，在更好地满足公

众出行需求、有效解决城市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减少能源消耗、构建绿色出行体系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作用。今年来，哈啰、青桔、美团三个品牌的共享电

动单车进驻咸宁，并日渐成为市民出行的新选择。

大量共享电动单车进驻城市，在给市民带来便利的同

时，车辆乱停乱放、运营维护不到位、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也不利

于共享电动单车健康有序发展。

9月2日,我市出台《市中心城区共享（电）单车专项整

治行动方案》，进一步规范共享电动单车运营管理。

网民在线

如何清洗洗衣机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七七”咨询，如何清洗洗衣机？
【记者打听】近日，咸安一家电城工作人员分享了清

洗洗衣机的方法。
清洁剂或漂白剂。先启动洗衣机，注水到高水位，暂

停。洗衣机断电两分钟后打开洗衣机门，将洗衣机清洁
剂或漂白剂直接倒入洗衣机筒内。

浸泡和洗涤。让清洁剂和漂白剂先浸泡一段时间，
然后启动洗衣机，让它运转起来，清洁剂或漂白剂充分溶
解后就能把内桶彻底清洁。

清洗排水泵。内桶清洁一遍后，一定要清洗排水泵。
消毒液进行消毒。可以用消毒液勾兑清水洗，浸泡

大约30分钟，最后再蓄一次水，用清水洗一遍，把污垢彻
底排干净。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选购假发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超超”咨询，工作以来，自己

备受脱发的困扰，想知道该如何选购合适的假发？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城区某假发店工作人员介绍，

选购假发一般从质量，色泽，和自己脸型的搭配程度等方
面进行选择。

首先要选尺码。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围大小进行选择。
其次要挑发丝。化纤发丝比较毛躁，洗后易打结，基

本属于一次性用品。如果长期戴，建议选真发。
紧接着看工艺质量。全机制工艺：所有的生产流程

都是机器加工而成，优点成本较低，逼真度不高，透气性
差。全手织工艺采用仿真头皮，轻薄，逼真，透气，舒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理）

临时停车可以停多久
部门：3分钟内不予处罚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在赤壁市锁石岭路陆水菜场路段，他
的车打了双闪停车下人大概3分钟，被抓拍了。想知道
临时停车到底可以停多久？

对此，赤壁市公安局有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根据该车
当天停靠锁石岭路陆水菜场路段时间，通过查看视频监
控，该车有违停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三条之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
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
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依据《湖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一
项之规定，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有违反禁令标志、
禁止标线的行为，处罚款100元。

2020年4月2日该局向社会发布了《关于启用道路电
子监控违法抓拍系统的公告》并于4月10日开始启用。
为方便群众，该局人性化操作规定3分钟内临时停车不予
处罚的便民措施，对3分钟以上的违停行为进行抓拍录
入。经调取现场视频监控，该车停车时间超过3分钟，驾
驶人在车内及开双闪灯不影响该违法行为的确认成立。

实习补贴未发放
部门：正在调查核实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网络问
政平台上发帖反映，自己的实习补贴尚未发放。

该网民表示，他是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17级毕
业生（2020年6月毕业），2019年的11月到12月两个月
内他被学院安排去马桥小学实习，实习期间已经递交申
请过实习补贴，但至今都没有下发下来。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给予答复。

对此，咸安区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经与该同
学联系，已告知其针对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学生普遍
因实习单位未提交补贴申请材料或提交的材料不符合申
报条件，从而导致部分实习学生未领取到大学生实习实
训补贴的情况，咸安区人社局近期将再次对这部分的实
习学生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

但据该同学表示，目前开学期间，学校实施封闭式管
理，无法出校门办事。故咸安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将前往
马桥小学核查该校实习人员的真实情况和申报补贴材料
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近近22万辆共享电动单车投放城区万辆共享电动单车投放城区

2017年6月，500辆摩拜单车现身咸
宁，摩拜单车的投放在咸宁掀起骑行的热
潮，为更多人的出行带来方便，也给城市
倡导绿色出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智能
解决方案。随后哈啰单车、ofo小黄车、
等各种品牌的单车涌入市场，市民有了更
多选择，扫码骑共享单车成了日常的习
惯。

随着近两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市场

对共享单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有蓄电
池的共享电动单车应运而生。

截至目前，咸宁中心城区共有哈啰、
青桔、美团三个品牌投放的近2万余辆
共享电动单车，出现在咸宁的大街小巷，
走在路上时常能看到市民骑着不同品牌
的电动单车。

无论是前几年出现的共享自行车，还
是新引进的共享电动单车，它们都以其方

便快捷的特点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影响。大部分的市民都表示，共享电动
单车轻便快捷、绿色环保，为自己的出行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的小罗在小区
门口熟练的扫开一辆哈啰单车，准备从家
里骑到单位上班，她告诉记者，“有共享电
动单车真的太方便了，从我家去单位走路
得花40分钟，但扫个码骑上一辆车，15

分钟左右就到了，而且我出门办事也不用
打车，节省了一大笔费用呢。”

市民李先生认为，共享电动单车受到
市民欢迎的原因，与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分不开：“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公交、出租
等出行方式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
且停运过一段时间，就有市民选择共享电
动单车这种出行方式，骑过后发现非常方
便，渐渐地使用频次和人数就多起来了。”

过量投放带来管理难题过量投放带来管理难题

近年来，各个品牌型号的共享单车大
量进驻，让咸宁的城市管理乱了方寸。由
于管理规定的缺失，加之共享单车的无
序、大规模投放，共享单车乱象一度成为
市民关注的焦点和城市管理的一大痛点。

市民普遍反映，共享电动单车的投放
与停车区域不明确。通过共享单车APP
可以看到，停车点的范围非常广泛，只需

到达停车区域就能锁车。
日前，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大量共享

电动单车杂乱无章地停放在人行道上。
在同惠广场共享单车停放点记者看到，大
量车辆横七竖八地停在此处，原本宽阔的
人行道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严重影响市
民正常通行和城市形象。

根据市城管执法委摸底调查，咸宁城

区共投放近2万辆共享电动单车，而咸宁
城区共享电动单车饱和状态为1万辆，当
前咸宁城区属于超饱和状态，大量使用率
不高的共享电动单车堆放在城区各个区
域，存在极大的浪费。市场的过量投放，
也给企业的维护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压
力。一些出故障或者没电的车辆，没办法
及时维修充电，被泥水和灰尘弄脏的电动

单车也存在无人清扫的情况，市民的骑行
带来了不少麻烦，体验感大打折扣。

此外，市民不文明使用共享电动单车
的现象也频频出现。记者在一些共享电
动单车停放点看到，一些车被恶意损坏，
有的座位被划破，有的二维码被划花，有
的脚踏板被损坏……还有的市民为图方
便，直接将电动单车骑回自己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