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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郑州“空姐深夜打顺风车
遇害”一事曾引发全国关注。时隔3个
月，悲剧再次发生。两起事件竟如此的
相似，让人心痛。事发后，网上议论发
酵：为什么滴滴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车主
信息提供给家属？在案发前一天，曾有
一名乘客投诉过这名司机，为什么滴滴
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处理？

一问：司机钟某是怎么通过滴滴顺
风车审查的

经滴滴核实，钟某此前背景审查未

发现犯罪记录，是用其真实的身份证、
驾驶证和行驶证信息（含车牌号）在顺
风车平台注册并通过审核，在接单前通
过了平台的人脸识别，但案发车牌系钟
某线下临时伪造。

滴滴表示，滴滴顺风车按照国家标
准对驾驶员进行审核与筛查，在注册车
主账户时，必须提供“身份证”、“驾驶
证”和“车辆行驶证”信息，三证信息全
部真实有效并通过人脸识别才能成功
注册。滴滴与公安机关展开了紧密合

作，审核司机背景。
二问：案发前一天，曾有顺风车乘客

投诉司机钟某，滴滴为何没有及时处理
滴滴在声明中表述：“让我们万分自

责的是，在该车主作案的前一天，有另一
名顺风车乘客投诉其‘多次要求乘客坐
到前排，开到偏僻的地方，下车后司机继
续跟随了一段距离’。我们的客服承诺
两小时回复但并未做到，也没有及时针
对这一投诉进行调查处理。无论什么原
因，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问：女孩朋友一小时7次联系客
服，滴滴为何不给车主信息

滴滴对“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将车
主信息提供给家属”的问题作出释疑：

“由于平台每天会接到大量他人询问乘
客或车主的个人信息的客服电话，而我
们无法短时间内核实来电人身份的真
实性，也无法确认用户本人是否愿意平
台将相关信息给他人。所以我们无法
将乘客和车主任何一方的个人信息给
警方之外的人。

3个月前，郑州的“空姐打顺风车遇害案”
曾经震惊一时。除了空姐被害案，此前，还有
其他女性在乘坐顺风车时遇险甚至遇害。

2016年5月2日，深圳一名24岁女教师
钟某搭乘滴滴顺风车返回学校。途中，司
机潘某持刀逼迫她交出身上财物，之后将
其残忍杀害、抛尸。

2016年 12月 10日下午，顺风车司机徐
某开车带着女乘客侯某到北京市朝阳区潘
家园眼镜城，趁侯某在眼镜城配眼镜之机，
向侯某放在车里的饮料中投放含有氯硝西
泮的液体，致使侯某饮用后意识不清。

当晚9点左右，徐某将侯某送至她的住
处，并趁侯某不知反抗之机，强行和她发生
了性关系。

2017年5月 14日，30岁的甘某（女性）
通过滴滴出行预约了一辆从重庆市永川区
前往巴南区的顺风车，途中，因22岁的司机
周某迟到及对行驶路线不熟悉等琐事，两
人发生口角纠纷。周某心生怨气，停车与
甘某发生抓扯，他使用车内放置的红布和
风筝线紧勒甘某颈部，最终致甘某机械性
窒息死亡。当晚，周某将甘某抛尸至公路
边涵洞下。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可知，自2017
年至今，与顺风车主有关的已判决的刑事案
件共有10起，其中抢劫罪2起、强制猥亵罪3
起、敲诈勒索罪1起、强奸罪1起、故意杀人罪
1起、故意伤害罪1起、危险驾驶罪1起。

而在这10起案件中，18至30岁的年轻
女性是最大受害群体。

1、天黑回家坐电梯，选择靠按钮的门
边，尽量不要背对陌生人，可以站在与开关
按钮呈垂直方向的地方。

2、留心与你同乘电梯的陌生人，比
如神色诡异、有打量你的动作、迟迟不
按楼层、站在你正后方等。这时，按下

最近的楼层，下电梯，随时准备大声呼
救。

3、进电梯如果发现有可疑的人尾随，
要么假装有朋友在外面，一边说“哎呀，你
怎么还不来啊”一边假装不耐烦地走出电
梯，要么等对方先按楼层。

1、如果司机拒绝或继续往偏僻

的地方开，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再打电话、发信息给家人朋友求助。

2、在不方便打电话、发语音时，

还可以发送短信到12110报警。这是
全国公安机关统一的公益性短信报警
号码，发送时需在12110后加上地区区
号的后三位。短信报警应尽可能简
要、准确地写明事件性质、地点和时间
等要素，以方便警方准确、快速实施救
援，并提前将手机调至震动或静音模
式，以防警方回复信息时暴露。

3、在迫不得已要产生对抗的情

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身边一切能利用
的工具，比如包包、高跟鞋等，为自己
争取逃脱的机会。深夜独行的女性，
建议随身携带一瓶辣椒水防身。

另外，部分品牌手机里设置有紧
急呼叫功能，以苹果手机为例，只要同
时按住开机键和音量按钮，就会出现

“SOS紧急联络”选项，可以在不解锁
手机的情况下，选择拨打 110、119 和
120三个号码。同时还可设置紧急联
系人，当你使用“SOS紧急联络”功能
时，他们将同步收到通知并接收到你
的当前位置信息。

（综合钱江晚报、金陵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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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请牢记这些乘车注意事项

一人坐车 要坐司机后方
10起与顺风车主有关的刑事案件

18 至 30 岁的年轻女性
是最大受害群体 危险发生

要懂得防范：

女性安全受侵害案时有发生，独自出游、乘网约车、聚会等情况都有可
能发生危险。选择正规酒店入住、慎用定位工具、不打黑的士、乘网约车坐
后排……姑娘们，记牢了！

1、养成良好习惯，不搭陌生人的车，不
打黑的士。

2、不论时间早晚，记下车牌号、出租车
司机的姓名，然后尽量在乘车途中打电话
与他人保持联系，尽可能提及自己的位置。

3、不要孤身坐在副驾驶位，要坐司机
后方位置。

4、在车上不要自顾自地玩手机、听音
乐甚至睡觉，可以打开手机导航，注意观察
司机的行驶路线。

1、选择明亮且熟悉的路线，最好是有
摄像头监控的区域。

2、别每天跑同一路线。选择几条舒适
的跑步路线，定期更换。

3、逆着车流跑步。永远让路上的驾驶
者看到你，你也能看到他们的动向。

4、让自己变得醒目。颜色鲜艳、荧
光材质的跑鞋、服装是必备的，甚至可以

买带LED或者可以发光的鞋夹、腕带夹在
身上。

5、尽量不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
应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能联系家人、
确定身份。

6、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要戴
可以戴一只耳朵，或将声音放小，从而可以
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

乘 网 约 车

夜 跑

乘 电 梯

焦点

他是如何通过顺风车审查的？三大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