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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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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102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62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巴中、乐山、资阳、攀枝花
良：自贡、广安、眉山、达州、遂宁、德阳、南
充、广元、西昌、绵阳、泸州、内江、雅安、宜宾

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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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跑三年就归属司机？
哪晓得才跑两个月车就没了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网约车的出现，为市民
出行提供了诸多方便，而随
着监管部门出台政策，网约
车市场发展迎来了新变局，
以租代购便是一种新模式。

12月2日，网约车司机
李师傅再次来到成都尤享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尤享”）协商，但依旧无果
而终。

今年10月，李师傅和
尤享公司签署合同，首付
2.3万元按揭三年入手一辆
轿车，“买车之前，尤享承诺
安排我跑成都至南充专线，
月入过万。”但仅过了两个
月，这辆按揭的网约车便被
扣押了。

以租代购，是网约车运
营出现的新模式，司机通过
首付按揭的形式跑网约
车。到期后，车辆产权归属
司机。

但在实际运营中，以租
代购模式暴露出诸多问题，
如利息高昂、承诺不实、费用
繁杂、强制扣车、卷款跑路
等乱象，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黄金玛卡”“美国伟哥”
竟是面粉制成

6人团伙用面粉加西药私售性保健品被抓，涉案金额20余万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探底回升，收盘

上涨。你怎么看？
答：尽管外围市场拖累市场低开探底，但

转机随之出现，盘面上汽车、家电、科技股反
复活跃，最终各股指小幅上涨。截至收盘，两
市涨停36只，跌停2只。技术上看，伴随成交
的小幅放大，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率先收复5日
均线，各股指日线 MACD 指标绿柱也重新缩
减；60分钟图显示，沪深股指均收复5小时均
线，且60分钟MACD指标呈金叉状态，虽暂未
收复60小时均线，但技术形态显然得到快速
修复；从形体来看，近期股指的反复拉锯震荡
足以考验投资者耐心，不过伴随技术指标的
背离，短期技术买点基本确认，甚至沪指可能
很难再失守2852点这一重要黄金分割位，与
此同时，本周作为重要的时间窗口，相对低点
出现后等待大家的只剩下转强。期指市场，
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
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看，尽管年末资
金面紧张，在成交没有明显放大前难言转势，
但当前位置不失为调仓换股的好时机。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南玻A
（000012）45万股，中际旭创（300308）5万股，
光环新网（300383）4万股，风华高科（000636）
15万股，中国中期（000996）19万股。资金余
额3690290.89元，总净值12807190.89元，盈
利6303.6%。

周三操作计划：风华高科拟择机高抛，中
际旭创拟不低于48元高抛，中国中期异动明
显拟继续小幅加仓，光环新网、南玻A拟持股
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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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经过

网络招聘司机
称跑专线月收入过万

2日，李师傅告诉记者，今年10月，
他在网上应聘司机，被尤享公司工作人
员招揽，“对方说安排我跑成都到南充
专线，月收入起码一万元起。”

按照以租代购的形式，李师傅首付
2.3万元，按揭三年月供3000元，入手
了一辆白色现代汽车，用于跑“网约车
专线服务”。

李师傅提供的合同显示，这辆网约
车是从成都悦行天下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购入，而购买车辆需要办理的金
融按揭，则是从成都悦达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办理，车辆产权被抵押给该公司。

按照李师傅说法，购车后公司应安
排他跑成都至南充网约车专线。但实际
上，按照成都网约车现行法律法规，网约
车是被禁止从事定点旅客运输服务的。

有关部门确认了这一规定：如网约
车固定从事两点之间的旅客运输服务，
不论是通过线下载客，还是线上下单，
将会涉嫌非法营运或违规运营。也就
是说，李师傅被允诺的“成都至南充网
约车专线”，并不符合现行法规。

虚假承诺“办证”
中间环节多次加收费用

按照成都网约车相关法规，在成都
从事网约车服务必须具备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车辆运营资格证，这两个重要
许可证，被网约车业内称为“人证”和

“车证”。
而办理“人证”的首条条件，便是具

有成都户籍，但李师傅并没有成都户
籍，“当时尤享公司说，帮我找关系，肯
定可以办到人证。谁知后来公司方面
又说办不了。”

李师傅说，随后公司以没有“人证”
为由，不安排他跑成都到南充，而安排
他跑成都至宜宾，“我实际跑了两趟，每

趟还要给公司交100元至200元信息
费。这个信息费之前没有提过，纯粹是
后期乱加收的费用。”

“按照一趟200元信息费的标准，
一个月我要给公司交6000元信息费。
这么一算，我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完全
是给公司打工。”李师傅说，他找公司要
求退钱、退车，被公司拒绝。

11月14日晚上，这辆按揭而来的
网约车，在成都双流文星一停车场内，
被不明身份人士开走，“按揭买车时公
司在车上装了全球定位系统，公司也有
一把车钥匙，摆明了是公司干的。”

公司回应

钱不会退
没证也能跑网约车

2日上午，记者和李师傅来到成都
尤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双方再次展开
协商。

一位自称是尤享公司法人代表兼总
经理的柯先生表示，关于之前那一辆按
揭的现代轿车，因为李师傅没有按期还
款，被车辆抵押公司开走了，“因为李师
傅违约，车辆才被开走，退款肯定不行。”

柯先生称，那辆现代轿车已和李师
傅没有关系了，现在他能做的，便是帮
助李师傅在其他网约车平台上注册账
号，并再提供一辆车给李师傅供他跑
车，“后续提供的这辆车，李师傅可以选
择纯租赁，也可以选择以租代购的方
式。”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这两种模式涉
及的具体金额。

由于李师傅没有成都户籍，那么他
能通过其他网约车平台审核办到网约
车“人证”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而当问到关于“人证”问题时，柯先
生马上变了脸色，提高语调称:“人证就
是那么回事！你问什么？”

他接着说：“据我所知，成都绝大多
数网约车司机没有办‘人证’，还不是一
样跑？没有人证跑网约车虽然不合法，
但是‘合理’。”

对于成都至南充网约车专线涉嫌

“非法营运”和“违规运营”的问题，柯先
生表示，只要在当地办理了网约车牌
照，并且是网上下单，便可以在两地之
间定点往返跑车。

但这一说法，显然与现行法规相违背。

业内说法

以租代购问题多
网约车司机需谨慎

事实上，不止是李师傅，该公司另
外一位不愿具名的司机周师傅吐槽
说，公司之前承诺他跑某条城际专线，
而交钱之后，依旧以没有“人证”为由
拒绝安排，反而让他去跑普通网约车，

“公司收取的平台服务费很高，实在不
划算。但钱都已经交了，又不能退，我
也没有办法。”

早前，网约车司机邓师傅也爆料
称，他们和成都赏品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通过以租代购的模式跑网约车，而到了
9月份，这家网约车公司竟人去楼空。

并且，网约车司机发现，买车首付
交的钱，有一部分被公司侵吞，并且车
辆的归属权也不在司机手里，可能被贷
款抵押机构收走。

一位从事网约车行业多年的业内
人士说，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尤其
是监管政策的出台，网约车司机基本都
是专职司机，客串跑车赚外快的司机很
少，“既然是专职司机，车辆成本就成了
一个大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众多以租代购的
网约车公司兴起，网约车司机可以先
首付部分车款，再按揭跑车，合同到期
后车辆便属于司机，“但在实际操作
中，部分公司贷款利息高昂，还存在虚
假承诺、费用繁杂等很多问题。”该业
内人士说。

公开报道显示，网约车公司向司机
以租代购销售车辆，因司机还不起贷款
而强制扣车的案例，已在浙江、陕西等
多地出现，暴露出了众多问题。

目前，成都市武侯区市场监管部门
已介入此事调查。

12月3日，四川公安“昆仑”行
动主题成果展示活动在成都市锦江
区万达广场举行，现场通报了一起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保健品案件。

今年初，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
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接到线
索：有市民在市面上买到制作粗糙、
疑似有问题的性保健品。

接警后，民警迅速展开侦查，通
过对市民提供的样品进行检测后发
现，该样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的非
食品原料成分的物质。

经过大量走访侦查、调取相关
资料等工作，民警摸清了犯罪团伙
轨迹，并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廖某
明。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又发现
与廖某明联系频繁的邓某席也存在
重大作案嫌疑，且其制假团伙还有
其他4名成员。

据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经侦
大队民警冯栋杰介绍，该团伙成员
职责分工明确，邓某席作为老板全
面组织整个团队的生产、销售业务，
其他四人各自负责加工、包装工
作。销售主要由邓某席负责，廖某
明只是邓某席的下游买家和终端销
售方之一。

据了解，该团伙生产、销售的问
题性保健品成品包含“九鞭补肾王”

“黄金玛卡”“超强延时王”“中医世界”
“虫草强肾王”“美国伟哥”等多个产品，
部分产品在包装说明上号称“无任何副
作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均可服

用”。
“这些产品包装标明的产地均与

实际生产地不符，产品成分也与包装
上写明的虫草、人参等成分不符，部分

产品甚至是邓某席等人将含有西地那
非等西药成分的药物在地下加工点自
行研磨成粉后混合普通面粉、淀粉等
物品制作而成。”冯栋杰说。

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取证并确定
了该制假团伙的生产点、仓储点及销
售环节后，在成都市公安局食品药品
犯罪侦查支队的统一指挥下，成华区
公安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
于今年3月27日，一举打掉了以邓某
席为首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性保健
品的团伙全部成员以及下游买家廖某
明，现场查获该团伙生产的有毒有害
性保健品成品、半成品、原材料、包材
和生产简易工具若干，涉案金额达20
余万元。目前，涉案嫌疑人均被依法
刑事拘留。

据悉，自今年7月开展“昆仑”行
动以来，成都公安机关聚焦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知识产权四个重
点领域，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
络、断链条、追流向”思路，突出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集中优势警
力，深挖情报线索，强化破案攻坚，先
后破获“8·8”污染环境案、“8·21”制售
假药等违法犯罪案件190余件，打掉
窝点80余个，打掉团伙50余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480余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民警在出租屋内将犯罪嫌疑人挡获。

已被扣押的以租代购网约车。

涉事网约车公司。

7 星 彩 第 19139 期 全 国 销 售
11788500元。开奖号码：2156606，一等
奖0注；二等奖7注，单注奖金45007元；三等奖
127注，单注奖金1800元。36864914.65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323 期 全 国 销 售
16849720元。开奖号码：830。直选全国
中奖5720（四川32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
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12816（四
川797）注,单注奖金173元。19439378.55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323 期 全 国 销 售
10926262元。开奖号码：83071。一等奖
68注，单注奖金10万元。374492185.4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智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