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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晨报报道了市民在驾
驶共享汽车时碰到的郁闷之事。
当天下午，晨报记者下载了共享
汽车软件，准备亲身体验一次共
享汽车驾驶，谁知车还没开出停
车 场 ，就 亲 身 经 历 了 一 番 共 享
“坏”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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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记者下载了“Go
Fun” 共享汽车软件，注册验证
后，记者来到位于新景中心二期
的停车场，在软件中下单后，根据
系统分配的车牌号，找到了这辆
共享汽车。
记者发现，与其他贴有“Go
Fun” 首汽共享汽车标识的车辆
不同，系统分配给记者的这辆车
没有任何标识，从外观看无法辨
认是普通汽车还是共享汽车；记

者点击软件上的 “车辆证件”一
栏后，
显示：
“未获取到车辆证件，
请及时联系客服进行处理”。另
外，副驾车身处有明显的撞击凹
痕。
记者拨打客服电话进行询问
后，工作人员反问记者：
“您需要
车辆证件做什么呢？” 该工作人
员表示，这不影响开车，就算碰到
交警查证，告诉他这是共享汽车
即可。
随后，记者就发动该车，准备
驶离停车场。然而，
车开到停车场
门闸处时，本该免停车费的共享
汽车却无法出去，电子屏幕上显
示车辆停了 47分钟，需缴纳停车
费 5元。值班的保安说，
系统显示
这辆车为“临时停靠车辆”，并非
共享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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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突

然变成了临时停靠车辆？疑问之
下，记者准备将车倒回车位，再通
过电话询问客服，谁知此时，任记
者 怎 么 踩 油 门 ，车 辆 都 纹 丝 不
动——
—没熄火、电量充足、手刹已
放、没有障碍指示灯亮起，可汽车
就是动不了。
记者连忙拨打客服电话，在
他的提示下不断“重启”车辆，却
没有丝毫作用。当时正值下班高
峰期，短短几十秒，后面的车就排
成了长队，喇叭声此起彼伏，不时
有司机发出催促的怒吼，而记者
只能在驾驶座上窘迫地坐着。
之后，在保安和物业的帮助
下，记者将车辆推到了一旁，并再
次拨打客服电话。客服表示，
将安
排工作人员前往查看，让记者保
持手机通畅，会有工作人员电话
联系。但当记者几次追问对方何
时能到达时，客服却无法说出预
计时间，只 是 不断 地说 “会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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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记者在现场等待了近 1个
小时，也没有工作人员前来，随后
拨打客服电话时便无人接听。
截至发稿时，记者没有接到
任何工作人员的来电，多次拨打

客 服 电 话 也 无 人 接 听 ，而“Go
Fun” 软件界面还在提示记者尽
快缴纳租车费用：
1小时 3分钟，
花费 21.
2元，
里程 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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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翔安刘五店一处造船厂内，中
国渔政厦门市支队组织召开拆解
涉渔“三无”船舶现场推进会，拆
解了今年以来查没的 36艘涉渔
“三无”船舶，并集中销毁部分违
规网具。
此次现场推进会是中国渔政
厦门市支队“亮剑 2019”系列专
项执法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
中国渔政厦门市支队牵头组织，
厦门海警局、厦门市渔港渔船管
理处、各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等
单位和部分渔民代表参加。农业
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市海洋
发展局、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
的有关领导到场指导。
“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
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 港的 船
舶，其非法过度捕捞是造成渔业
资源 减少 的重 要 原因 。违规 渔
具包括禁用渔具、违反最小网目
尺寸规定网具、禁渔期期间休渔
网具等，使用违规渔具会对渔业
资源和近 海滩 涂 环境 造成 严 重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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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厦
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以下
简称 “厦洽会”） 在厦圆满落
幕，我市警方全警动员、全力以
赴，
圆满完成此次安保任务。据
统计，厦洽会期间，全市刑事类
警情同比下降 12.
3%，社会大局
安定稳定、
治安良好有序。

据悉，
警方对参会嘉宾实行
入住快捷登记，
建立应急办证绿
色通道，证件全程快办快验，方
便市民安全有序入馆参观。在展
会现场设置警务服务中心，第一
时间处置受理报警求助，
建立 24
小时保障沟通渠道，即时处理住
宿、
交通、
会务、出入境等涉安保
事项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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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中国渔政厦门市支
队集中组织开展了以海洋伏季休
渔、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
违规渔具渔法清理整治、打击电
鱼违法活动、打击非法采捕红珊
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
等为重点的系列专项执法行动。
截至今年 8月 31日，
中国渔政厦
门市支队累计检查渔港码头 825
个次，
检查渔船 704艘次，
查办违
规涉渔船舶案件 129起，收缴罚
款 94.
64万元，拆除违法捕捞网
具 1407张，查获电鱼船 12艘，
没收涉渔“三无”船舶 36艘，收

缴放生海龟、花鳗鲡、娃娃鱼、中
国 鲎 等 珍 稀 水 生 野 生 动 物 139
只（尾），移交公安、海警部门立
案调查 4起，
成效显著。
下一步，中国渔政厦门市支
队将照“中国渔政亮剑 2019”系
列专项执法行动要求，持续落实
各项 执 法任 务，积 极 做好 涉 渔
“三无”船舶清理取缔，坚决拆除
海上违规网具，突出对电鱼违法
活动打击，进一步促进厦门市渔
业资 源养 护 和渔 业生 态 环境 建
设，
保障渔业生产秩序持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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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厦门有位名叫罗俊的饿了么
外卖小哥在电动车上看公务员考
试书籍的消息引发关注。这位小
哥刚刚大学毕业两年。记者了解
到，
边考研或者考公务员边送外
卖的配送员并不在少数。
近日，饿了么发布的《2019
大学生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
告显示，朝气蓬勃、高学历大学
生群体的加入，
正逐步消解大众

对传统外卖骑手群体的刻板印
象。工作中的大学生骑手拥有更
强的沟通、学习和抗压能力；工
作之外，
他们热爱写代码、绘画、
玩乐队、
打球。该报告显示，
超过
半数的大学生骑手期待按照专
业选择职业，
但有 10%计划将来
从事骑手或是餐饮外卖服务相
关的职业。他们也非常期待通过
实践经验和自身优势得到内在
提升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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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9年 9月 19日 16：
30在中拍平台（ht
t
p：
/
/
pa
i
ma
i
.
c
a
a
123.
or
g.
c
n） 公开拍卖：LMNO+,PQRSTUVWXTYZ[\] ^_`ab
cdefghijkl %&! m9i45n7. '"# m93 竞买资格及竞买成功以后须
满足条件详见公司网站 ht
t
p：/
/
www.
xmhj
pm.
c
n/或微信公众号“掌上拍卖”。
op@A(2019年 9月 16日 -17日（
即日起预约看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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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司定于 2019年 9月 26日 10：00在湖里区安岭路 999号
!"#$%&'(%)*+,-./ ! 0123
301A室公开拍卖：
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司联系预约看样并办理相关竞买手续。4567
.8 "### 9 $ 23 67:;<=>?@AB即日起至 2019年 9月 23日
17时 15分（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且提交有效证件并签署完整拍卖会
文件视为有效报名）。67.CDB【D?B厦门产权交易中心；EDFB
兴业银行厦门东区支行；CGB129500100100178615。】
HIJKB0592-5112079、293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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