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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网约车打车后恶意逃单
原来是手机小号
“用完即丢”
？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网约车的乘客下
车后不结账、电话无法联系，几十元到甚至数
百元的车费只能由司机自认倒霉。成都商报
记者调查发现，逃单的用户之所以肆无忌惮，
大多是用了一种叫做手机临时号或是虚拟
号。这种原本是让机主用小号防骚扰、避免隐
私外泄的工具，却被一些人看中了其不易追
查等特点“钻了空子”，比如骚扰他人、乘坐网
约车不付钱。
记者了解到，虽然临时号申请程序简单，
但一样经过实名认证，
有迹可循。

申请小号

通过小号注册

现象：打车不付钱
可能用了手机小号
“都遇到过，
下车后不付钱，
然后又联
系不上。
”
从网约车平台刚上线不久，
李师
傅就成了一名网约车司机，
有空的时候跑
跑车，赚点油钱。但几次遇上乘客下车后
不结账、
手机号打不通，
他觉得十分气愤。
“比较多的情况就是稍微距离长一点的订
单，
因为实际支付的费用要比平台预估的
费用高一些，
很多乘客就不愿意付。
”
而这
些未付账的订单，
只能算到司机头上。
几个月前，一个乘客从城区到郊区，
费用为 90 元左右，下车后，乘客却一直没
有付款。
“为了乘客给个好评，
我们也不好
意思喊乘客付款了再下车。
”
李师傅说。
后来，该平台为了保障用户和司机
信息安全，双方都不能直接看到对方真
实手机信息，只能通过软件联系，交易结
束后，就不能相互拨打号码了。有未及时
付款的订单，司机只能通过平台“催账”，
但对那些恶意逃单的乘客，
却束手无策。
为什么用手机号码注册的网约车用
户能够“逃单”呢？李师傅说，因为逃单用
户用的是“虚拟号”
。

体验：临时号轻松可得
注册打车无障碍

网约车平台：
将严厉打击
作弊行为

打车后弃用小号

据了解，目前有不少手机软件可以
提供手机小号或是虚拟号，原本是用于
防骚扰、保护隐私的短期沟通，实现一卡
双号甚至是一卡多号。成都商报记者搜
索发现，移动、电信等运营商也开发有相
应的小号应用，付费使用。而一些科技公
司开发的软件，每月可以免费领取 1 至 3
个临时号，有效期为 1 个月左右。根据这
类 APP 终端应用介绍，用户在不换机、不
换卡的情况下可以申领副号，主号副号
可以随意切换，独立接收来电和短信，通
讯资费从绑定的主号中扣除。
这些虚拟号，真的可以用作打车软
件的注册使用吗？成都商报记者选择了
一个小号平台，通过指定账号登录，随即
免费领取到一个归属地为广西桂林的临
时号，平台页面显示，不仅能够小号叫
车、网购，还有防骚扰的设置。成都商报
记者点击小号叫车，平台显示了附近可
叫的出租车信息，使用方式与网约车打
车类似。随后，记者使用该临时号，在网
约车平台顺利完成注册，与正常的手机

注册无异，但在叫车时，需要绑定银行卡
的微信支付或是支付宝支付方式。
成都商报记者按照正常的叫车程
序，预约了一辆从红星路二段到宽窄巷
子的快车，3 分钟后，司机抵达上车位置，
接单后的钟师傅表示，并不知道记者所
使用的是否是临时号码，一切跟平时并
无两样。钟师傅表示，自己和不少网约车
司机都遭遇过“逃单”，数额从几十元到
数百元不等，
根本找不到人。
此外，
记者用该临时号，
顺利完成了包
括滴滴出行、
京东商城、
美团外卖等多个应
用软件，
均能收到验证信息，
顺利登录。

小号平台回应：
临时号并非“隐身号”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其中一家小号
平台的开发企业，对方回应表示，小号软
件的开发，本意是一个有益用户的防骚
扰、
保护用户隐私的工具。
同时，
小号平台
上申领的临时号等虚拟号，
并不意味着就
是
“隐身号”
，
用户用于申领虚拟号的通信
运营商的手机卡信息，
平台后台是可以收
集追踪到的。
“至于说申请小号的手机号，
入网许可的身份信息验证，
是有运营商负
责的。”该工作人员表示，因此，虚拟号并
非是
“隐身号”
，
仍然是有源头可循的。

网约车平台：
将严厉打击作弊行为
针对媒体反映的
“小号”
问题，
某网约
车平台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注意到这类作
弊现象，并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打
击，从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该平台已经正
式上线平台垫付机制，除异常订单外，将
对绝大多数超过 24 小时的未支付订单进
行垫付，少量订单会在订单核实后 7 天内
陆续到账，
以此来保护司机权益。
同时，该平台也在逐步完善反作弊
机制，
通过大数据建模和分析技术识别是
否存在
“小号”
等作弊行为，
目前该系统正
在快速完善中，从运行情况来看，已经大
大降低了作弊成功的概率，
下一步将对类
似作弊行为进行更有力打击。一直以来，
平台都致力于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
简化
叫车流程，但对于作弊乘客而言，由于信
息作假等原因无法获得应有的安全保障，
平台也提醒少数乘客从保障自身利益角
度出发，
诚信出行。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为躲避限号
变造号牌去扯证

情侣双双被拘留
情人节当天，成都市民王先生向
女友求婚成功，第二天两人便趁热打
铁去领取结婚证。可不巧的是，遇到
了尾号限行，为躲避电子眼的处罚、
能够顺利扯证，王先生用贴片将车辆
牌照尾号“3”变造成“6”，随后女友驾
着车两人奔向了民政局。遗憾的是，
两人因为自身原因不仅没有领证成
功，
还被成都交警挡获。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
局事故处重大案件侦查大队获悉，目
前，王先生因变造机动车号牌被处以
2000元罚款、
行政拘留10日。
其女友因
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被处以 2000 元罚
款、
行政拘留5日，
记12分的处罚。
2 月 15 日 9 点过，
在成都市牛王庙
路口，一辆黑色奔驰 SUV 因为红灯在
路口停了下来，从副驾驶走下一名男
子，分在对车辆前后牌照进行了“修
饰”
“
。该男子用数字
‘6’
的贴片粘住原
来的尾号
‘3’
，
随后上车离开。
”
成都市
交管局事故处重大案件侦查大队民警
杜寅生告诉记者，男子这一大胆的举
动，
被路过的市民发现，
并拍下照片向
成都交警举报。
在接到市民举报后，
成
都市交管局立即指令成都市交管局事
故处重大案件侦查大队进行办理。随
即，重案大队及技术侦查部门迅速对
该车启动‘稽查布控’，采用“天眼地
网”
及相关技术手段追踪该车的踪迹，
于当日下午 3 点过，
在二仙桥附近发现
了该车的踪迹。下午 6 点过，将该辆黑
色奔驰挡获。
“我知道变造号牌是违法的，当
时也是抱着侥幸心理，所以变造了号
牌。”王先生说，尽管女友曾阻止了
他，但他并没有理会。遗憾的是，虽然
顺利抵达了民政局，但因为两人自身
原因，
他们没能成功领证。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该车变造
车牌时，除了下车变造车牌的男子王
某外，车上的驾驶员是王某的女朋
友。”杜寅生告诉记者，
“ 所以两人都
将被处罚。
”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更希望能资助到四川退役运动员”

川籍名将高敏等奥运冠军成立的公益基金近日推出“寻找伤病残体育人”活动
陈荣权

肾衰竭
击不倒跳水小将

高敏、陶璐娜、火亮三位世界冠军在2月14
日去专门看望的陈荣权出生于1994年，广西钦
州灵山县人。6岁那年，被选入灵山体校进行训
练，很快就在各个年龄级别的全国比赛中崭露
头角，顺理成章地进入国家跳水队。训练时很
认真，平时也能严格要求自己。家乡人希望他
能够在里约奥运会的舞台上一展身姿。
意外在2015年初发生了。三月初，陈荣权
陆续出现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生确认为急性
肾衰竭，但是因这病来势很猛加上没有及时发
现和治疗导致双肾功能无法恢复。
“我们的年代一直强调‘三从一大’，取得
了很多成绩，但现在大家也都明白了一定要把
刻苦训练和科学训练有效地结合起来。”作为
过来人，高敏希望冠军公益基金能够在更多方
面为中国体育、中国体育人提供帮助。
位于四川北路的解放军411医院肾内科
住院部，三位世界冠军的到来，让病房里很
是热闹。
从去年转院到上海，陈荣权的生命靠透析
维持着，每周要做三次，每次4个小时。
“即便在
大年三十，他还上过一次透析机。但他一直很
乐观，和我们每个医生护士都相处得非常好。”
护士长对高敏一行人介绍说。
主治医生则透露了一个好消息，
“ 陈荣权
已经有了捐赠的肾源，只待流程走完就会马上
进行移植手术。相信陈荣权会康复的，下一次
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在病房里，
而是在泳池边！”

高敏鼓励小师弟
责编 李东 美编 袁治华 冯成

高敏代表奥运冠军看望毛俊

毛俊

近期，郎平、邹市民、孙扬等世界冠军都在朋友圈里
转发着“北京市冠军体育人公益基金会”的消息。而该基
金会于1月12日在微博上建立了“寻找伤病残体育人”话
题亦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到目前为止，成都商报记者发
现阅读量已达4000多万，转发近8万条，但担任该公益基
金会主任的跳水女皇高敏对此并不满足，他对成都商报
记者表示：
“国家体育总局对此大力支持，很多退役的运
动员都是地方体育局推荐，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
件事，因为我就是四川人，更希望能资助到四川的退役
运动员。
”
如果把高敏的人生分成两段，那么泾渭分明，前一
段是个伟大的运动员，后一段是个忙碌的女人。去年8
月，由高敏任委员会主任的“北京市冠军体育人公益基
金会”的成立让她更加忙碌了。
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高敏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清早，在北京乘坐早班飞机抵达上海，从机场直接赶到
医院，与另两位奥运冠军陶璐娜、火亮会合，代表基金会
一起为患上急性肾衰竭的跳水小将陈荣权送上爱心和
鼓励。中午时分，一行人又驱车匆匆前往江苏宜兴看望
另一位退役的自行车选手毛俊，他在一次日常训练中遭
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等会还得
连夜飞回北京，明天再联系好吗？”本来约定当天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的她话里透着疲惫。
第二天，高敏恢复了精神，在采访过程中不时发出
爽朗的笑声，
她坦言：
“做慈善让我快乐！”
“专业运动员很小就开始投入艰苦训练，他们付出
了异于常人的辛苦和努力，但最终能登上领奖台的只有
少数。那些无缘出现在公众视野的运动员，同样付出了
青春和汗水，并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有
很多人在退役后都承受着训练留下的伤痛折磨，这些伤
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再就业，甚至生活质量。退役后，我
们也会有各种伤病，但至少现在的我们生活无忧，试想
一下他们会不会更难呢？我是很多慈善机构的爱心大
使，但我一直在想，怎样能做得更有力量一些，让更多的
人看到运动员身上蕴含的体育精神。”这样的思考，正是
高敏发起成立“北京市冠军体育人公益基金会”
的初衷。
“北京市冠军体育人公益基金会”筹备初期，高敏向
朋友们广发英雄帖时，大家的热情和善心让她备受鼓
舞：
“ 大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这让我很感动。”不仅如
此，像黄磊、谭维维、谭晶、杨澜和不少企业家等知名人
士也都积极响应，为退役运动员发声。
到目前为止，
“北京市冠军体育人公益基金会”已经
有45名委员，而“寻找伤病残体育人”则是基金会发起的
第一个活动，将联合百位冠军、企业家、爱心人士、微公
益共同寻找——从事单项体育项目满3年以上；因伤、
病、残不能正常工作，月收入低于3500元以下；因训练产
生严重劳损伤，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活困难或自
理困难的退役运动员。

无腿运动员
向着阳光奔跑

2月14中午，
高敏一行人匆匆吃过
午饭后又前往江苏省宜兴市新建镇，
看
望原南京体育学院自行车运动员毛俊。
毛俊，1974年出生，因体育有特
长，小学便被挑选到体育队训练，成
绩一向优异的他却在1995年3月10
日的日常训练中发生车祸，导致高
位截瘫，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然而生
活带给他的不幸却没有停止，十年
前又患上了皮肤癌。
高敏一行人见到毛俊时，是在
一个30平米左右的小卖部，这既是
他住宿安身的地方，也是他的经济
支撑。
“ 一进屋，一股浓郁的中药味
扑鼻而来，这是毛俊日常必需服用
的中药，除了中药之外，还有几种西
药，几种营养补给的药也是他必须
每天服用的。”高敏对成都商报记者
形容第一次见到毛俊的感受。

而毛俊乐观的性格让高敏等人
感触颇深。毛俊笑着说：“我这种病
不能根除，只能靠药物来维持。虽然
生活对我不公，
但我不会放弃。”
他还说：
“ 床下有一对5斤的哑
铃，靠它每天进行着体能训练。我的
病怕冷，也不能见风，天天坐在轮椅
上，靠这个能让我有一些锻炼。”毛
俊满脸笑容地说着，仿佛把一切困
难都变得轻松起来。
毛俊说：
“顾客不多，
小卖部一年
可盈利1万多，
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参
加残奥会，
有关部门为了让我的生活
更有希望，
专为我开设的。
现在家里日
常由70多岁的老父亲照料，
15岁的女
儿在读初三了，
马上读高中，
我希望她
能好好读书，
将来有更大出息。
”
当冠军委员们从毛俊的小卖部
出来，
毛俊对生命的渴求，
对生活的向
往，
还有他脸上始终挂着的笑容，
让冠
军委员们都真真切切感受到生活虽然
对毛俊有些不公，
但他正在用运动员
的坚强意志和高位截瘫的身躯抵挡。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何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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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兰铁路平安隧道贯通
2020年成都2小时到九寨沟

昨天，
阿坝州茂县境内，
随着一声
炮响，我国西南地区最长隧道——成
兰铁路平安特长隧道正式贯通。
成兰铁路总长 727 公里，设计时
速 200 公里，线路起于四川成都，向西
北经广汉、什邡、绵竹、绵阳、茂县、九
寨沟等，
到达甘肃兰州，
是我国又一条
在海拔 3000 米以上高原修建的“天
路”。成兰铁路四川段预计 2020 年建
成通车，届时成都 2 小时可到九寨沟。
全线建成后，成都到兰州只需 4 小时，
川西北也将结束没有铁路的历史。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平安特长
隧道是成兰铁路全线最长的隧道，也
是目前我国在西南地区已贯通的第一
长隧，设计为双洞单线，单线长度 28.4
公里，双线总长度 56 公里。平安隧道
在建设期间，多次遭遇地震、断层、岩
爆、高地温等不良地质。
施工单位采取
了“长隧短打、双洞分修”
的方式，
全隧
分成 32 个工作面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创新的开挖施工技术，把原本 58 个月
的计划工期缩短到了 39 个月。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一家三口都在做农业普查
龙泉驿有个特殊的
“农普之家”

“大爷，你家去年种植了啥蔬菜
呢？你们家有几台电视？有没有网购过
呢……”昨日，在龙泉驿柏合镇，大三
学生朱盛德趁着学校还没开学，又来
进行农业普查了。他一边忙着询问并
在问卷表上做标记，另一旁的工作人
员则忙着将数据录入一部专用的
PDA 之中。整个寒假期间，他都没能
睡过一天懒觉，和父母一起忙在了农
业普查的第一线，他家成了龙泉驿特
殊的“农普之家”
。
随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
全面启动，成都龙泉驿区的农业普查
员们也投身到了繁忙的普查工作中。
朱盛德的父亲朱禄彬是龙泉驿区柏合
镇统计站站长，这是他第三次进行农
业普查。
妻子、儿子也加入到全国第三
次农业普查的队伍中来，一家三口在
春节都忙碌在了农业普查第一线。
“晚
上吃饭的时候都在讨论工作，哪些地
方该怎么填写。
”朱禄彬的妻子余海英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除了在饭桌子上，
上下班路上和晚饭后散步都在讨论农
业普查。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山东队两大核心无缘下轮
四川今晚胜天津就能晋级？
今晚，CBA 联赛常规赛将进行倒
数第二轮的较量，四川品胜主场迎战
天津队。在最后两张季后赛入场券竞
争白热化的情况下，本场比赛对于四
川队来说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目前积分榜上，四川队与山东队
同为 21 胜 15 负，北京和江苏落后一个
胜场紧随其后。今晚四川队如果能主
场击败天津，而山东队和江苏队客场
分别输给新疆和广东的话，那么四川
队将领先山东一个胜场，江苏两个胜
场。
即使最后一轮客场输给北京，
也将
凭借相互之间战绩领先的优势力压山
东，
晋级季后赛。
山东队外援汤普森在
前晚的比赛中吃到一次违体犯规，本
赛季违体犯规总数达到 4 次，他将被
自动停赛一场，无缘与新疆队的这场
比赛。
此外，
山东队主力控卫睢冉也因
为脚踝扭伤而没有随队前往新疆。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实习生 曾培华

枪手惨败
主帅温格
“众叛亲离”
继欧冠 1/8 决赛首回合出现巴萨
0 比 4 巴黎的惨案后，阿森纳也在与拜
仁的比赛中以 1 比 5 的比分惨败。
不少阿森纳的球迷都决定放弃观
看次回合的比赛，
《太阳报》称，
目前有
上千位心灰意冷的阿森纳球迷在网上
兜售自己手中的欧冠次回合球票。而
在拜仁与阿森纳的欧冠 1/8 决赛开始
前，阿森纳主场的球票可以说是一票
难求，
但现在却成了鸡肋。
而被外界认为造成这一局面，阿
森 纳 主 帅 温 格 要 负 巨 大 的 责 任 。自
2004 年双冠王的辉煌后，温格带领下
的阿森纳仅有荣誉是两次足总杯冠
军，连续 12 个赛季联赛无冠，本赛季
也是希望极为渺茫，欧冠则连续 6 年
“16 郎”，阿森纳或许真的需要做一些
改变了，外界普遍认为，能为阿森纳
带来改变和变革的，只能是这位曾给
阿森纳带来过无尽辉煌的主教练离
开帅位。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实习生 刘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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