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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车辆使用严格审签，不得敷衍塞责；驾
驶员登记如实填报，不得弄虚作假……”这是
金堂县市场监管局出台的《公车管理“人车共
管”八项行为准则》，是继全县规范公车管理
实施安装GPS定位系统后，探索通过“人车共
管”双层防护，为公车再添一层防腐网的具体
细则。

“年初，我们就紧盯违规使用加油卡、私车
公养等‘车轮上的腐败’新变种不放，严防公卡
私用、公私不分、公补私车等现象，围绕人和车
制定了四个制度和八项行为准则，实施‘人车
共管’。”金堂县纪委监委驻县市场监管局纪检
监察组组长说。

“人车共管”管理办法重在“制度+科技”，
精准聚焦公务用车管理、公务加油卡保管使

用、差旅补助报销等关键环节，用铁的纪律遏
制违纪行为。通过完善用车登记台账、公车定
点停放、车险统一采购、公车运行费用公示等
制度以及借助车载GPS定位系统、ETC等“科
技手段”，不仅实时掌握公务车辆的行车轨迹、
里程、实时位置等信息，还客观准确公示车耗
费用，让“车”透明化；通过健全用车审核、驾驶
员及随车人员登记、差旅报销审批等制度，不
仅能全程监控驾驶员文明出车过程，还压实用
车人员责任，让“人”规范化。

目前，已开展明察暗访9次，检查下属单位
30家，清查63张公务加油卡，注销公务加油卡
3张，发现问题32个，提醒谈话16人次，已完成
整改28个。

肖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杀人嫌犯冀某军被德阳警方抓捕归案。

冀某军23年的逃亡生涯结束，等待
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近年来，共享汽车作为一种
互联网新经济业态，出现在了人
们生活中，方便了不少没有车、
或者限号的市民朋友。

近日，多名共享汽车众行
evpop的成都用户告诉华西都
市 报、封 面 新 闻 记 者 ，众 行
evpop疑似出现了经营问题，用
户注册缴纳的599元押金，一直
无法退还。

8月13日，记者调查发现，
众行evpop在成都市场所有线
下点位已没有可使用的车辆，而
在公司注册地重庆，还有少量可
供用户使用的车辆。

7月份已找不到车辆
押金一直无法退还

13 日，多位成都市民爆料
称，今年上半年，他们在应用市
场下载了众行evpop软件，注册
身份证、驾照，并缴纳了599元
押金，成为了这一共享汽车的用
户。

“车子是新能源汽车，不限
号，在城里开起来很顺畅。”在前
期的使用中，用户并没有发现有
问题。

用户周先生介绍，到了7月
份，当他想要用车时，发现成都
城区的多个点位上，已经没有可
以使用的车辆。既然无车可用，
周先生便打算退回押金。

于是，周先生在众行APP上
申请退押金，按照流程填写了银
行卡号，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
月，押金至今没有到账。

不仅是周先生，在该共享汽
车官方微博的评论区，大批无法
退押金的用户前来“兴师问
罪”。据用户反映，不仅是押金
无法退还，客服电话也没人接。

成都街头无车可用
客服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天眼查显示，众行evpop隶
属于重庆众行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是一款从事新能源分时租赁

汽车业务的公司，注册资本
3500万元，公司成立于2016年。

13日，记者在应用市场下载
了众行evpop软件，按公司要求
实名制注册，并提供驾驶证照
片。公司APP地图显示，该共享
汽车在成都主城区设有数十个
点位，可供用户租用车辆和还
车，但当记者点击“一键用车”后
却发现，成都主城区的所有点位
已经没有车辆可以使用。

而在该公司的“主阵地”重
庆市区，超过一半的点位也没有
可用车辆，仅有部分点位尚有车
辆可供用户使用，车辆总数只有
30辆。

按照公司APP提示，用户若
有 问 题 可 以 拨 打 服 务 电 话
4000680196。记者三次拨打该
电话，电话可以接通，但一直无
人接听。

一个烧钱的行业
已有多家公司停止服务

共享汽车，是继共享单车之
后，国内新出现的互联网新经济
业态，巅峰时刻，国内有接近30
家共享汽车运营商。

为了吸引用户注册使用，
众多共享汽车刚进入市场时，
纷纷推出了类似于20元/天的

巨大优惠活动，用户也乐于享
受优惠。

一位共享汽车行业人士告
诉记者，共享汽车运营是一个

“重资产”运营模式，主要成本
集中在车辆购置、维修、保养保
险、停车费等方面，“这是一个
烧钱的行业，与自行车还不一
样。”

“高投入的成本、低廉的收
费政策，即使有再多的融资，也
禁不住这样烧钱。”这位行业人
士说，目前共享汽车并没有一个
长久且健康的商业运营模式，而
一旦企业出现融资困难，便再难
以维持下去。

从2018年至今，友友用车、
EZZY、麻瓜出行等多个互联网
共享汽车品牌宣布停止服务，途
歌也曾曝出经营困境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的共
享汽车企业，拥有国资背景的，
比如北汽，能够有长期资金支
持，而单纯依靠互联网融资的企
业，一旦无法盈利，投资人便会
撤资，进而引发企业经营困难，
出现用户无法退还押金等一系
列问题。

众行evpop出现经营困境，
也说明共享汽车行业仍在不断
洗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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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四川破获涉枪涉爆刑事案
件718件，抓获涉案人员761人。这是12日
记者从全国公安机关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四川省泸州市中心现场得到的消
息。当天，泸州市中心现场集中销毁非法枪
支5543支。

据了解，今年以来，四川各级公安机关聚
焦枪患治理、射钉器材源头管控等重点问题，
深入排查非法制造枪支弹药重点地区、重点部

位。对涉枪违法信息问题突出的互联网网站、
论坛等网络平台等，严密动态监控。

据统计，今年以来，四川破获涉枪涉爆刑
事案件718件，其中部督案件9件，抓获涉案人
员761人，打掉团伙6个、捣毁窝点13个，收缴
各类枪支5543支、子弹15.4万余发，收缴炸药
4.03万余公斤、雷管16.7万余枚。当地持枪犯
罪案件和爆炸案同比均大幅下降，有力打击了
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

先逃到广州躲藏10年
后潜至成都四处打工

1996年3月，山西大同新荣区李花
庄村，冀某军因情感纠纷持菜刀将同村
人员郭某娥砍死，并放火焚烧了尸体，
其作案手段极其残忍，在当地造成了极
为恶劣的影响。

案发后，冀某军驾驶摩托车连夜逃
往几十公里外的大同市火车站。在低
价卖掉摩托车后，冀某军于次日上午坐
火车经太原中转至广州，后在广州市一
处废品收购站打小工谋生。这一躲便
是10年左右。

2006年前后，因废品收购站拆迁，
冀某军又潜逃至成都市龙泉驿区，在多
处建筑工地打工。其间，他认识了德阳
广汉的周某英，并在2013年左右确立
了男女朋友关系。

2015年左右，周某英回到广汉老
家，冀某军便在靠近广汉的成都市青白
江区某工厂打工。因周某英经常到德
阳其儿子住处带孙女，冀某军便跟随周
某英在青白江、德阳两地往返活动。

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出行线路认真“规划”

今年7月中旬，德阳市罗江区公安
分局民警在对流动人员进行梳理、核查
时发现，一名叫刁某龙的44岁男子，其
面部特征与网上逃犯、1996年山西一起
杀人焚尸案的嫌疑人冀某军有几分相
似。但因在逃人员数据库里冀某军的
照片只是一张二十几年前留下的黑白
照片，分辨率低，民警一时无法确定“刁
某龙”与“冀某军”是否就是同一个人。

案情重大，7月底以来，罗江区公安
分局多次组织情报大队等部门进行研
判分析。通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刁某
龙就是在逃要犯冀某军。

警方调查得知，在逃亡期间，冀某
军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他自称
曾费尽周折弄到一张与自己眼睛特征
高度相像、名叫“刁某龙”的身份证。多
年来，他一直对包括女友周某英在内的
人称自己是孤儿，名叫“刁某龙”。

因时刻担心被抓，在逃亡的23年时
间，冀某军不敢参与社会交际，除女友
周某英及其家人外，他的生活圈极度单
一。在日常外出中，冀某军会对出行路
线认真“规划”，最大限度地避开需要身
份认证的关口。

“桑拿”天蹲守一周
民警将杀人嫌犯抓捕

嫌疑人身份虽已确定，但其行踪不定，
民警只得日夜蹲守。近一周时间，德阳连
续出现35℃左右的高温天气，蹲守民警的
衣服一次次被汗水浸湿，又一次次穿干，
参战民警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中暑症状。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刁某龙。”
话音刚落，守候已久的便衣民警迅速上
前将其控制。8月11日19时许，蹲守民
警将正准备出门逛街的犯罪嫌疑人冀
某军成功抓获。

落网后，冀某军对着民警含泪痛
哭：“即使判处我极刑，我也能接受。因
为我终于可以回家了，终于可以看看年
迈的父母了，终于可以看看已经23岁的
女儿长什么样子了。”

冀某军说，1996年从老家出逃时，他
的女儿才两个月大。此后，他再也未回老
家看过女儿、家人一次，也没有通过任何方
式联络，对家人情况一无所知。多年来，他
都靠喝酒麻醉自己，否则夜晚无法入睡。
随着年龄增长，他对家人的思念愈深。

至此，冀某军23年的逃亡生涯结
束，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 王祥龙

曾经出现在成都街头的众行evpop共享汽车。

杀人焚尸逃亡23年
山西男子在德阳落网

1996年，山西大同男子冀某军
因感情纠纷将同村的郭某娥砍死，
并纵火焚尸。案发后，冀某军开始
亡命天涯，先后在广州、成都、德阳
等多地的废品收购站和工地打小工
谋生。

2019 年 8 月 11 日，冒用他人
身份信息、出行线路都要认真“规
划”的犯罪嫌疑人冀某军的逃亡生
涯走到了终点。在相关部门的协助
下，四川德阳警方在“桑拿”天气里
蹲守近一周时间，终于在德阳市区
某小区成功将冀某军抓捕归案。

嫌疑人：出逃时女儿才两个月大，想看看已经23岁的女儿长什么样子

■用户周先生：7月份想要用车时，发现成都城区的多
个点位上，已经没有可以使用的车辆。在众行APP上申请退
押金，但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押金至今没有到账。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成都主城区已没有车辆可用，该
公司在重庆市区的可用车辆也仅有30辆。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共享汽车并没有一个长
久且健康的商业运营模式，一旦企业出现融资困难，便再难
以维持下去。

共享汽车众行evpop“消失”
成都用户称押金无法退还

探索“人车共管”
金堂县力刹车轮上的“微腐败”

四川今年以来破获
涉枪涉爆刑事案件71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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