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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024
期开奖结果：63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9011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0 13 19 21 24 30 蓝色球
号码：07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24期开奖结果：588，直
选：462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4230注，每注奖金
346元。（8419957.6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24期开奖结果：58806，
一等奖55注，每注奖金10万元。（201403786.72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25日)

兑彩票

85岁老人步行上高速被撞
原因令人泪目
想儿子了，去找儿子

1月17日，金堂县又新镇宝鼎村85岁老人刘绍见，登上了前
往竹篙镇的车。他此行的目的，是往青白江找大儿子刘晓军。此
后，便再无踪影。

“快过年了想儿子，到青白江来找我，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
他。”六天后，刘晓军在重症监护室见到了父亲。父亲一个人步行
上了高速公路，被小货车撞伤，目前躺在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生命垂危。

老人出门后再未归 老伴猜他去了青白江

夏积苹是在1月17日上午11
点发现老伴刘绍见不见了的。

“早上他放了碗就出门，这
一天正好逢场，我以为他上街
去了。”夏积苹说，刘绍见逢场
一般上午10点多回来，可是那
天11点还不见踪影，她给同村
的女儿打了电话，确认老伴没
去女儿家。

“这时候我才想起前一天
他说过要到青白江耍。”夏积苹
说，大儿子刘晓军在青白江打
工。“我说你去什么去，儿子在跑
长途，儿媳妇在上班，你去了哪
个照顾你。”夏积苹说，还有十几
天就过年了，孩子们马上就回来
了，有啥话等孩子回来再说。

“几个月前他也说过要去
青白江，我拉住了他，他总是

要听的，这次趁我洗碗时走
的，估计觉得我会拦他。”夏积
苹说，刘绍见年纪大，人老实，
不识字，不会用电话，连买个
鸡蛋都不会，“平时一直都是
我在照顾他”。

上一次，夏积苹和刘绍见
去青白江找刘晓军是2017年7
月，那时他在搬家。“我们两个
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不到路，到
了青白江先去亲戚家，再让亲
戚把我们送过去。”夏积苹说，
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每个
孩子的负担都重，大儿子经常
在外跑长途，有一个孩子在读
书。老两口不愿意去打扰他们。

“现在国家政策好，两个老人加
起来一年补助有3000多块，也
够我们两个人花了。”

一路调监控一路寻找 父亲到底去了哪里？

1月17日下午5点，刘晓军接到
妹妹的电话，他正在汶川跑运输，
马不停蹄往家里赶，晚上8点到了
金堂老家，跟家人把又新镇找遍
了，还是没有发现父亲的踪影。

次日一早，刘晓军和弟弟
跑去又新镇派出所调取监控，
天网监控显示，当日9点35分，
父亲到了又新街上，登上了土
桥开往竹篙的车。

刘晓军说，他和家人又跑到
竹篙派出所调监控，调不出来，
无奈1月19日跑到金堂公安局调
监控。监控显示，10点35分左右，
车到了竹篙，10分钟后，父亲登
上了开往金堂的车。12点45分，
在金堂汽车总站，登上前往青白
江的车，“我们沿着父亲坐车的
方向，一路调监控一路找。”

下午1点25分，父亲在青白
江自来水厂下车，坐了一个三
轮车到了原川化厂门口，在那
里向一个门卫问路。

“当时他穿着我四年前的工
作服，工作服上有成都铭航四个
字，估计别人也听不清楚他说什
么，给他指了成都铭航的方向。”
刘晓军说，可能找不到路，过了
半个小时，父亲又回来了。

刘晓军说，根据监控提示，
前几天，发动亲戚朋友在金堂
及其附近寻找，乐至、广汉、中

江、简阳等救助站，一个个地
问，到了晚上打着手电筒，在大
桥底下、巷子里找，不放过任何
一个角落，一直找到晚上12点

“我想，他年纪那么大，天气那
么冷，总要找个地方取暖。”

刘晓军能看到的监控里，
父亲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青解路
附近的高架桥下，下午5点20
分，父亲在那里问了一个水果
摊贩。刘晓军找到那个摊贩，摊
贩告诉他，父亲问“金堂怎么
走”。“我猜他那个时候知道自
己迷路了，想回金堂去。”

刘晓军说，父亲身上只有35
元，坐车已经花得所剩无几。天
黑了，又冷又饿，哪里灯多往哪
里走，“估计想到了高速路上，总
有人愿意载他回去。”

1月24日，经多方寻找，记
者联系到货车司机曾师傅。他
说，事发时间为晚上7点30分左
右，他开着小货车行驶在广汉
开往新都的高速路上，在青白
江出口到新都北之间的路段，
他撞到了刘绍见。

“他当时横穿高速公路，自
右往左走，在接近慢车道中间
的位置被撞的。”曾师傅说，老
人伤情严重，他立即报警并拨
打了120，后来他还随交警一起
到医院看望了老人。

长子非常难过：原本打算过年一家团聚

不停地寻找，不停地失望。
1月23日，已经过了6天，中午老
板打来电话催着上班，刘晓军
说，一家人打算放弃寻找，等待
警方消息。

下午2点红阳派出所打来
电话，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重症监护室有一个病人，送
医时穿着、身形特征与他父亲
非常相似，让他去确认一下是
否是他父亲。

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人，
正是刘晓军的父亲，他右侧脸
部肿得老高。

他试着叫了一声“爸”，听到
儿子的叫声，刘绍见的双脚蹬了一
下，胸口上下起伏，呼呼喘着气，似
乎想要回应，最终却无法出声。

看到这样的情景，刘晓军
用右手捂着嘴，手指嘴唇都在
颤抖，忍不住湿了眼眶。坐在重
症监护室门口，他内疚不已。他
说，他知道父母想念子女，无奈
自己负担重，跑长途长时间在
外面，一年只能回去一两次。上
次回去是去年12月16日，那时

候顺便提了两斤肉，“母亲跟我
说，父亲前几天数落她，说我好
几年没有回去了。母亲反驳说，
十几天前不是刚回去过，父亲说
我怎么没有看到。”刘晓军说，父
亲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得厉
害，身体又差，这次也许是要过
年了，看着别人家的孩子都回家
了，才想到青白江找他。根据父
亲踪迹推测，父亲只记得他五年
前工作的单位，那里距离川化工
只有1公里。“我们跟妈妈说过
了，腊月二十五六我们四个兄弟
姐妹一起回家，在家过年。”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医生告诉记者，该患者是1月17
日晚入院，送到医院已经无法说
话，现在脑部出血，无法手术，尚
未脱离生命危险，情况不太乐
观，因为其主治医生正在手术室
手术，具体病情无法透露更多。

高速交警方面表示，目前
肇事司机车辆已经被扣，具体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钟美兰

为了应聘美团的送餐员，张明亮（化名）在应聘点推荐的一家
电动车销售门店，办理5000多元的按揭购置了一辆电动车。其原
因是招聘点称，购买该店的电动车，每月可享受美团300元的补
贴。然而美团对骑手的补贴与在哪里买车无关。近日，记者对张明
亮所应聘的这家“美团骑手招聘点”进行了实地暗访。

“招聘点”招聘骑手：
隔壁买车美团才有补贴

1月24日，记者与美团方面取得了联系。
美团方面回应称，经查，成都杰俊腾达商贸
有限公司及其招聘点，与美团外卖没有任何
关系。而成都灵生商贸有限公司确实是美团
外卖的合作商。不过，美团对灵生公司与成
都杰俊腾达商贸公司签订协议的行为并不
知情。“我们公司对合作商在招聘骑手时也
有明确要求：不得以美团名义招聘，不得收
取骑手任何费用，不得要求购买指定电动车
辆，车辆由骑手自行提供，不得干预。”

针对此事，美团方面向记者透露，招聘
工作一般在美团外卖的配送站点进行，从来
不会设置代招点，而且招聘过程中不会收取
任何费用，也不会强迫或诱导应聘者去指定
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

美团方面称，合作商通过第三方招聘骑
手，有助于缓解人力短缺，运力不足的情况，
保证向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但是，美团方面
要求第三方不能打着美团名义，收取骑手任
何费用，甚至要求购买指定车辆。“如果有此
情形，第三方已经涉嫌诈骗罪，美团对该行为
持坚决反对态度，对于骑手受到的损失，我们
将全力配合骑手通过合法途径尽力挽回。”

其次，美团外卖鼓励求职者自备配送车
辆，公司不会通过任何形式推销或者推荐电
动车购买渠道，只要配送人员的个人车辆满
足安全标准和配送需求即可。

美团相关人士表示，“黑中介冒用美团
外卖名义进行招聘的行为，一直是我们重点
打击的对象。2018年，我们已经联合各地执
法机关打击各类冒用美团名义的招聘网点
10余个。建议应聘者向当地工商部门举报，
尽快挽回损失。”

同时，成都灵生商贸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到成都杰俊腾达商贸有限公
司谈过外包，但没有签订人力资源外包服
务协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摄影报道

1月24日，记者找到了成都杰俊腾达商
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余中均。余中均称，他
负责美团招聘，李小燕负责电动车销售，两
人是夫妻关系。余中均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人
力资源外包服务协议，是成都杰俊腾达商贸
有限公司与成都灵生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

“这家公司是美团外卖的合作商，下面有很
多站点，我们就是帮他们代招。”

余中均还表示，对员工称“购买隔壁电
动车美团就有补助，自己提供电动车则没补
助”一事并不知情，“不管买不买车，工资都
是一样的。”

■美团站点：
补贴与在哪买车无关
完成业绩就有补贴

目前，张明亮在电动车一事没有解决之
前，并未入职美团。近日，记者还对成都多家
美团外卖站点进行了走访。对此，美团外卖
成都一站点的站长告诉记者，这样的招聘方
式，实际上是让求职者过去买电动车。“美团
是不会提供车的，最多是骑手来了之后，我
们为骑手提供租车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参
与。让骑手选择，愿意租还是愿意自备。”

该站长透露，每月确实是有补贴，但这
个补贴跟在哪里买车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在
美团送餐，每个月达到公司的要求，都会有
（这个补贴），“我们这里达到500单，同时满
勤，每一单补贴4毛。”

对方还说，通过所谓代招过来的人，站
点可用也可以不用。“因为我们跟他们又没
有什么关系，美团跟他们也没有关系，那些
门店贴着美团标志就是专门骗人的。”

张明亮是在58同城上看到这
条招聘信息的。记者在这条信息上
看到，对方自称为美团直招中心，
公司为成都杰俊腾达商贸有限公
司。1月23日，记者前往位于武侯区
万兴路的这家“美团直招中心”，门
店外用黄色的布展装饰着，上面打
出了美团的字样和标识，店铺旁边
是两家销售电动车的铺面。

记者以求职者身份与之前联
系好的工作人员见了面，在填写完
个人信息，听取一系列工作细则之
后，就谈到了电动车。对方称，用公
司的车有三种方式，一种为短期使
用的租车方式，每天租金30元，最
短要租三个月，同时需交2000元押
金；第二种是不交任何费用，公司
提供担保，在合作方那里先拿车上
班，上班后分期付款给合作方，经
过计算，分期12个月，一个月利息
加本金要还530元左右；第三种就
是从公司全款购车，公司每个月的
300元福利补贴直接打到工资里。

“选这三种方式，都可以享受美团
公司每月300元的补贴。”

“如果自己有车呢？”记者问。
工作人员介绍，自备电动车必须是
国标换电的车，如果是充电车，必
须能跑80公里。“但是自己提供车
就不能享受每月300元的补贴。因
为只有从我们美团的合作商那里
买车，才能享受这300元的补贴。只
要一直在公司上班，这300元就一
直会补贴。”

说罢，工作人员指了指进门的
位置，一辆对方口中所提到的电动
车，装备着美团外卖的货箱，停在
门口展示。

另一位工作人员在推销电动

车过程中称，易骑换电车都不用上
牌照，交警都不逮，因为都是符合
国标的车，“如果被交警逮到，可以
给他看发票。”该工作人员强调，

“交警是要求所有车都要办牌照，
但是这种车（易骑换电）是支持不
用办牌照的，而且我们这里买车很
方便，就在隔壁。”

招聘点隔壁的两家电动车销
售门店分别叫“易骑换电”和“威信
易骑”，销售的两款电动车在电池
用尽之后，不用长时间充电，只需
通过相应的APP，查找最近的电柜
点位，到点位更换一个满电的电
瓶，但价格比市面上多数充电电动
车价格高。

张明亮购买的威信60VE电动
车，正是购于“威信易骑”，其经销
商为“武侯区超越摩托车经营部”，
该车由位于成都双流的成都威信

电动车有限公司制造。据厂家透
露，由于尚未全面铺开，目前成都
只有万兴路的这家店在销售，因此
记者无法找到同品牌同型号的电
动车进行价格比较。

这三个店铺均属于满园春小
区楼盘外的店铺，该小区物业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美团招聘
点”和另外两家电动车销售铺面，
均是同一个人租下来的，并且自
己在经营。

在暗访中，“威信易骑”的一名
员工告诉记者，其店铺的老板名叫

“余中均”。
而记者通过天眼查询发现，自

称“美团招聘点”的成都杰俊腾达商
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是余中
均，监事为李小燕。同时还显示，经
营“威信易骑”铺面的武侯区超越摩
托车经营部的经营者也是李小燕。

1月中旬，张明亮通过网络
找到了一条美团送餐员的招聘
信息，在与对方工作人员联系之
后，他前往位于武侯区万兴路的
招聘点。

“应聘的门槛很低，只要符合
年龄，没有犯罪记录，会用导航就
可以。”张明亮说，在填完一张个人
信息表格后，一位工作人员向他介
绍入职后的详细情况。因为张明亮

没有送餐的电动车，对方就向张明
亮推荐了一款，并称在他们推荐的
地方买车，入职后可获得美团每月
300元的补贴。车价分为全款4800
元，分期5300元。

“很贵，但细算一下，如果每
个月有300元的补贴，不到两年时
间，买车的成本就回来了，并且这
个补贴可以一直领下去。”张明亮
说，他以分12期的方式，连本带利

花了5000多元，在招聘点隔壁购
买了一辆电动车。记者从购车收
据上看到，该车是一款换电电动
车，包括3980元的购车费，500元
电池押金，而每月还要支付199元
的电池租赁费用。

然而，当张明亮前往该招聘点
介绍的美团配送站点后得知，只要
是自备电动车，每月都可以得到美
团的补贴。

■美团站点：不在那里买车也有补贴
■美团回应：没设置代招点，也不会推荐购车渠道

招聘点说购买隔壁的电动车，
美团每月补贴300元

记者
暗访

“招聘点”工作人员称

买隔壁的电动车，美团有补贴
这种电动车还不用上牌照

■“招聘点”老板：
对于员工称“在隔壁购车才有补
贴”一事不知情

■美团回应：

没有设置代招点，招
聘过程中不会收取任
何费用，不会诱导应
聘者去指定渠道买车

“美团招聘点”和隔壁的电动车销售商铺

“美团招聘点”展示的电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