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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群初衷：
及时播报发车时间
让乘客不再苦等

47岁的曾令书开506路公交车
近两年。506路公交车从新希望大
道开往人南立交，“主要承担家住新
希望大道附近的市民换乘公交、地
铁。”由于整条线路只有8台公交车，
沿途又要经过世纪城、环球中心、火
车南站跨线桥等堵点，高峰时期，难
以保证整点发车。

怎么才能及时让乘客知道发车
时间，避免“傻等”？刚学会用微信
的曾令书想到了一个办法：建一个
微信群。在和乘客的闲聊中，他的

想法得到了支持。怎么让大家加进
来？热心乘客关女士主动承担起这
一重任。

2月25日，这个名为“天府新区
506路公交乘客公益群”的微信群建
成，关女士将群二维码打印出来，乘
车或在小区散步时都在宣传。每次
到终点站后，曾令书也会拿出二维
码让乘客扫描。

颇有成效：
“久等无车”投诉
从每月3起降到零

每天晚上8点，曾令书会在群里
发布第二天发车时间图，如果因为
突发情况，发车时间调整，他也会在
群里公布。“唯一不好的，只能在车
到终点站后发布，不能第一时间告
知。”曾令书说。

尽管不能做到“随时更新”，但
乘客们已经很满意了。截至3月16
日，该群已有111人。506路每天固
定乘车的乘客大概在200人左右。
也就是说，曾令书每天发布的信息，
一半的乘客都可以看到，俨然是一
个“准官方”信息发布平台。

几天前，成都公交集团天府新
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04车队副队
长潘欣才知道微信群的存在。“意料
之外，但又觉得很不错。”

潘欣查了投诉记录。“去年，平
均每月有3起关于‘久等无车’的投
诉，但3月开始到现在，还没有接到
一起投诉。”

乘车体验：
等车的抱怨少了
乘车氛围也更好

除了等车的抱怨少了，不少乘
客发现，乘车氛围更好了。曾令书
也成了506路公交车的“红人”。很
多乘客上车，都会跟他问好。“大家
都在一个群里，见了面也觉得亲切，
车上大家相互打打招呼，很和谐，很
温馨。”乘客关女士说。

曾令书还有更多的想法，“更多
乘客加入进来，以后，哪家老人要是
乘车，可以在群里提前说说，同路的
邻居还可以帮忙提提东西。”

车队副队长潘欣也很支持，他
打算让车队值班的工作人员也加入
这个微信群，帮曾令书发布发车信
息，“每天有固定的值班人员，保证
信息及时发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
冰清 实习生 昔兴琪 摄影 刘陈平

约定两个月内开好网店
却一拖再拖

3月3日，龚先生来到四川蜀
淮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建设路的
办公地点。该公司的玻璃门紧
锁，门上贴着一张通知，上面写
道，“本人是805、806、807的业
主，因蜀淮公司拖欠房租，现已
将房屋收回，烦请维权客户自行
与蜀淮公司联系。”与龚先生一
起来的，还有其他4位受害者。

去年11月，龚先生接到一个
电话，一自称蜀淮公司工作人员
的男子说可以做网店代运营。
龚先生在网上查了该公司工商
信息，还前往公司所在地进行了
考察。“办公场所有400平左右，
六七十个员工都在忙上忙下，感
觉多正规的。”11月15日，双方
签订合同，约定两个月（即2017
年1月15日）将网店开好，违约
将退款。5天后，龚先生又按照
该公司的要求补交了4万元保证
金，“这4万元说是可以退还的”。

然而，到了约定时间，网店还
没开起来，龚先生多次电话询问
该公司业务主管陈先生，对方均
让他放心，“就是这几天的事。”

公司突然搬空
部分受害者已报警

2月10日，龚先生忍无可
忍，要求退款。这次，陈主管答
应了退款要求，还说两三天就可
以办理手续。“可没过几天，蜀淮
公司的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了。”
龚先生赶到该公司一看，大门紧
锁，办公室已搬空。

就在这时，做汽车皮革改装

的刘先生也找上了门。他拿着
跟蜀淮公司签订的合同告诉记
者，他总共交了36000元，合同
中明确说一年内帮他的店铺将
营业额做到60万。谁知，一年过
去了，营业额只有18万，“和我没
找他们之前没两样。”

该办公楼的一位保洁告诉
记者，2月中旬以后，这家公司就
没再开过门。物业则说，该公司
还欠了部分物业费未交。目前，
部分受害者已报警。

公司回应：
资金链断裂已申请破产

15日，记者了解到，目前蜀
淮公司股东已着手处理此事。
负责具体协调工作的王先生告
诉记者，公司并不是跑路不管
了，而是因为资金链出了问题，
已向法院申请破产。目前，法
院、警方都已介入。

“蜀淮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
态，算上工资、房租等成本，实在
扛不住了。”王先生说，希望和该
公司有合同的人，尽快通过正规
程序向警方、法院申请备案，“到
时候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四川律盾律师事务所刘律
师告诉记者，企业向法院申请破
产后，会进入资产清算程序，如
果符合条件，就会进行资产拍
卖，用于偿还企业债务，建议受
害者第一时间报警并登记备案，
拍卖所得会优先考虑这些受害
者。如果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有主观故意，则可能构成合
同诈骗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吴柳锋

司机自建车况微信群
乘客不再“傻等”公交车

成都506路司机曾令书建“乘客群”播车况，上百位乘客加入

承诺代开网店
成都一公司收钱后关门

龚先生在成都做婚纱摄影，一直想开家网店。一家公司找上了
他，承诺可以代开网店，还能直线提升网店的营业额。在实地考察了
这家公司后，“注册资金两百万、办公场所400平、员工都有六七十个”
让他下了决心：交2万委托这家公司代开网店。之后，又缴纳了4万保
证金。这家公司承诺两个月内开好网店，否则退款。

然而，过了3个月，网店还没开起来。龚先生赶到该公司一看，玻璃
门已上锁，屋内一片狼藉。3月15日，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已申请破产。

建了公益微信群后，506路公交车司机曾令书也成了乘客眼里的红人。

曾师傅的办法减少了“久等无车”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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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趟车坏路上了，后面的
车现在不能准时发车，预计要延后
10分钟。”3月16日早上，小戴在微信
群里看到这样一条信息。算了算时
间，她决定放弃等车，直接打车去地
铁站。“多谢曾师傅在微信群里及时
发布发车信息，让我完美避免迟
到。”

小戴口中的曾师傅，是成都
506路公交车司机曾令书，就是他
发起建立了“天府新区506路公交
乘客公益群”。从2月25日建群到3
月16日，已有111位乘客加入该群。

每天的发车时间、临时调整安
排，在群里都能看到。这样一来，
该线路“久等无车”的投诉由过去
的每月三四起降为零。

乘客讲述：
司机及时报车况
“让我完美避免迟到”

3月16日6点40分，曾令书在上
班路上接到调度电话，称因为有一
趟车在路上车窗被砸坏，需要修
理，之后的班次将延后发车。一挂
电话，他就把该信息发至“天府新
区506路公交乘客公益群”，“后面
的班次预计要延后10分钟发车。”

正准备出门赶车的小戴看到
了信息。家住新希望大道附近的
小戴在人民南路上班，每天都乘坐
506路公交车去公司，她本计划乘
坐7点40分那趟车。于是，小戴放
弃等车，直接选择打车去地铁站。

8点15分，小戴到达单位，此时
距离上班还有15分钟。“多亏曾师
傅，让我完美避免迟到。”

3月初，小戴加入了“天府新区
506路公交乘客公益群”，除了她，还
有100多位常乘坐506路公交车的
乘客也是该微信群的“忠实粉丝”。

“有了这个群，就可以看着时
间去坐车，方便多了。”乘客赵女士
说。

车辆安全也是消费者最
关心的购车因素，据了解，致
享大量使用进口材质螺栓螺
母，抗疲劳度和安全程度显著
增强。而具备超高安全性的
座椅，采用了高档树脂材料的
缓冲内芯，降低了车辆被追尾
时乘员颈椎受到的冲击，前排
座椅则有双侧调角器固定，在
发生事故时不易断裂，对乘员
的固定更加牢靠。

而在被动安全方面，致
享拥有丰田专利的 GOA 车
身，GOA车身的核心技术是
具有高强度座舱和冲击能量

高效吸收能力的车身结构，
它采用了高张力、高弹面的
双面镀锌钢板，加上先进的
整体式冲压工艺和焊接工
艺，使得车身的扭转刚度得
到了很大提升，这也打消了
部分消费者认为小型车安全
性欠缺的顾虑。

主动安全更是致享的加
分项，致享全系标配车身稳定
性控制系统（VSC）、牵引力控
制系统（TRC）、坡道起步辅助
系统（HAC）和刹车辅助系统
（BA）等主动安全系统，全面
领先同级车型。

3月9日，“新风尚实力
三厢”轿车 YARiS L 致享
于成都正式亮相。发布会
现场，6位代表不同身份的

“敢为青年”分享了自己追
逐梦想，致敬青春的故事，
没有大牌明星加持，不刻意
攀附热点，广汽丰田用年轻
人读得懂的语言鼓励新生
代“勇敢迈出第一步”。

致享在动力上采用丰
田引以为傲的NR系列发
动机，配合超智能无级变
速箱，实现更优越的行驶
性能和同级别 NO.1 的油
耗水平。全系装备同级罕
见VSC车身稳定性控制系
统，创造出越级的安全驾
驶环境。

致享，以凝聚匠心的
高品质和高价值，成为年
轻人和年轻家庭第一台车
的理想选择。

YARiS L致享
敢想敢为Be here now！

作为专为年轻人定制的“敢为座
驾”，致享在外观造型方面大胆革新，
将时尚感与运动感完美融合，并在个
性化细节中融入更多高级感元素。
譬如其尾部所独有“烟熏电镀”装饰
条，堪称点睛之笔，这种复杂工艺在
丰田车型里还是首次运用。

致享优化了前脸的3D立体梯形
设计，营造出运动和大胆的风格，车
身侧面的尾鳍设计，进一步提高整车
空气动力性能、提升行驶稳定性。致
享更在同级车中率先搭载LED日间
行车灯和LED后组合尾灯，以普通车
灯不到15%的能耗提供更安全可靠，
节能环保的驾乘体验。

致享以“简约雅致”为设计理念，
完美诠释了时尚运动并非高质感的
对立面。仪表盘区域清晰，纵向排列
的音频和空调控制板独立分开，便利
操作，在细节层面，致享的HIGH·
MED等级，更是采用了“立体式自发
光仪表盘”，白色的数字显示和3D仪
表盘标识，显示更为精准。空间上，
4440mm×1700 mm×1490mm的
尺寸在同级中优势明显，高配车型还
装备了4/6分割可折叠后排座椅，大
幅提升了行李空间的使用价值。在
静谧性方面，致享除了配备“发动机
隔音棉”，还采用“翼子板隔音棉”，带
来超强静谧性。

致享在“驾趣时尚大两厢”
致炫的基础上开发，完美继承了

“兄长们”成熟过硬的动力优势，
搭载的 1.3L 与 1.5L NR 系列发
动机亮点繁多，1.5L发动机拥有
79KW 的最大功率和 140N·M
的最大扭矩，压缩比高达 11.5:
1。而 5.1L/100km 的综合工况
油耗，使致享登顶同级别NO.1
省油水平。

致享采用的NR系列发动
机具有“三高”特点，即高压缩
比、高匹配性活塞、高功率输出
性能。致享高功率输出性能，
源于丰田领先的双 VVT-i 技

术，即“智能正时可变气门系统”，
可连续调节气门正时、优化进
排气系统，使进排气量更为丰
沛、提高发动机输出功率，实现
低、中转速领域内澎湃的扭矩输
出，和高转速情况下出色的动力
输出，并大幅度提高燃油效率。
此外，致享搭载的全新 S-CVT
超智能无级变速器，拥有更人性
化的操控性能。值得一提的是，
致 享 还 配 备 了 TOYOTA
SMART STOP智能节油启停系
统，在车辆临时停止时，该系统
能够使发动机熄火以降低燃油
消耗。

自 2012年至今，广汽丰
田在丰田全球出货品质监查
中均获得生产线“零缺陷率”
的最高评价，致享就出自于

“零缺陷率”工厂。此外，从
2015年起，广汽丰田启动了

“构造改革”，在生产、销售、研
发等领域进行全方位体系强
化和能力提升，实现了世界一
流的品控能力。目前整车一
次性合格率超过98%，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十个百分点，每一

款产品都拥有世界一流的品
质水准。

“人生第一辆车”或许不
能成为你炫耀的资本，但也许
能代表你当下的价值观；这辆
车没有最顶尖的配置与技术，
但能够给你舒适安心的驾乘
体验；他或许没有超跑的速度
与激情，却拥有比肩中高级轿
车的良心品质。而这一切,足
以让你致敬现在，享受时光，
Be here now!

致潮流 享魅力设计 致先进 享领先成熟动力

致卓越享匠心造车标准

致安心 享全面可靠保障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