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驾照分被扣了12分的刚毕
业大学生，借用朋友账号租用了一辆
盼达共享汽车，在高新区天晖路时代
晶科名苑东门行车时发生交通事故。
这辆共享汽车将位于车后的三人撞
倒，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人膝
盖粉碎性骨折，目前尚在医院就医等
待手术。

记者查询发现，这是成都媒体报道
的首起共享汽车重大交通事故。

成都商报了解到，肇事车辆属于
共享汽车运营商“盼达用车”。“盼达用
车”是迄今为止进驻成都的六大共享
汽车运营商之一。“盼达用车”总部位
于重庆，于去年8月31日正式在成都
上线运营。“盼达用车”APP的用户协
议显示，用户需要对所上传资料真实
性负责，在提交申请时需要具备我国
下发的有效驾照，并保证驾照有效、没
有被吊销、没收、失效或者以其他形式
作废，具有6个月以上实际驾龄；如果
用户的驾照被吊销、没收、失效或者其
状态发生变化，用户必须立即通知“盼
达用车”，该用户将不被允许预定或者

使用任何“盼达用车”车辆。
截至发稿时，肇事司机所使用的

租车账号依然可以正常使用。死者家
属魏伟质疑，这意味着“盼达公司”并
不对 APP 账户与实际驾驶人是否一
致进行审核。“如果我有盼达的账号，
我家孩子都可以开这个车。”面对魏伟
的质疑，“盼达用车”成都负责人谢安
南表示，“盼达用车”对用户信息予以
审核，要求驾驶人具有 6 个月以上驾
龄，但旗下车辆没有安装摄像头和行
车记录仪，“确实不管是谁，只要有你
的账号，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开这个车，
包括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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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享单车兴起，今年
“五一”，成都各大景区除了人
多，还多了“打涌堂”景区大门的
各色共享单车。浆洗街街道办事
处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刘科告
诉记者，平时武侯祠锦里景区每
天约有 3000 辆共享单车停放，
且景区门口的共享单车是骑进
来的多，骑走的少。“上午十点、
下午两点是最热时段，乱停乱放
现象严重。”

对于大量共享单车，成都

如何探索解决乱停乱放问题？
昨日，武侯区城管局在武侯祠
景区试点共享单车联络点制
度，首日秩序井然。但公司增派
人力、主攻试点的办法还需在
其他景点推广。记者走访春熙
路等景点发现，共享单车乱停
给片区压力也不小。多家共享
单车公司表示，在上海试点建
立的“虚拟电子围栏”技术，在
成都落地未到时机。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鞋带、布条、竹块儿，紧急情况下
赖登龙找来简单的工具，为车祸中骨
折出血的伤者进行了临时固定，随后
将其送上了救护车。

4月29日，烈日炎炎，在绵阳市三
台县里程乡一道路上，一辆摩托车与拖
拉机相撞，摩托车上的大爷受伤倒地。
正在回家途中的成都医学院大一学生
赖登龙见到后，立即上前和市民一同对
其进行急救处理(右图)。“根据伤势，初
步推断是骨折，我就采取了简单的急救
措施帮他进行临时固定。”几分钟后，
120救护车到了，医生向赖登龙询问止
血情况后，将大爷抬上了救护车。

今年 20 岁的赖登龙在成都医学
院读大一，学的是康复治疗专业，还是
新生的他目前学习的还是医学基础课
程，不过就在前两周，刚刚通过了学校
组织的急救知识培训。“培训课程中学
习了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急救处理
知识，刚好学以致用。”赖登龙告诉记

者，当时情况紧急，什么都没考虑，就
想着救人。

4 月30 日，赖登龙救助路人的消
息被市民拍照上传到网络上，引起网
友广泛关注，纷纷为这名大学生乐于
助人的行为点赞。“这位同学献爱心、
乐于助人，好样的！”对此，赖登龙回
应，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只要是懂
专业知识的人当时都会去做。“当时现
场很多市民都在帮忙，我只是其中一
员。”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网友提供）

近日刚满87岁的龚锦源教授，是
目前四川教授足球队的前锋兼教练，
为队内最高龄球员。在足球界，龚锦源
实为名宿。2010年4月18日成都商报
的一篇名为“四川体育界昨道贺龚锦
源80华诞”的报道中，为龚锦源贺寿的
参与者名单里，出现了“余东风、马明
宇、辜建明”这些赫赫有名足坛人物。

龚锦源是无锡人，在上海长大，中
学时来到重庆，进入一家英国人创办的
教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传统项目是
足球，拥有当地唯一的足球场，曾经在
上海弄堂里踢球的龚锦源，在学校球技
大长。一次，球王李惠堂到学校指导，专
门安排三名同学与自己切磋，比赛结束
后李惠堂摸着龚锦源的头告诉校长：

“这个娃娃有天赋，今后大有发展！”
1951年，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锦

标赛，代表西南队出征的龚锦源凭借标
志性的外脚背抽射横空出世。两年后，
国家队多次征调龚锦源，但为了医学，
他婉言谢绝，“我决心当一名医生”。

1958年，四川足球队在甲级联赛
面临降级危险，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
龙亲自“点兵”，把龚锦源借调到四川
队当中锋，结果他场场破门，帮四川队
成功保级。

如今，龚锦源仍然会准时出现在
四川教授足球队的训练中。“腿脚依然
利索，宝刀未老。”沈际洪感慨。成都商
报记者 王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目前，成都共有6家共享汽
车运营商，除了盼达用车，还有苏
打出行、左中右微公交、EVCARD、
Car2Share和 gofun出行，记者对
三家调查发现，共享汽车运营商
对驾驶员资格审核参差不齐。

EVCARD：
用户协议建议本人使用

EVCARD去年 9 月 22 日正
式 登 陆 成 都 ，记 者 查 询 EV-
CARD 的官网和 APP 用户协议
发现，只规定年龄、需要持有驾
驶执照且具有一年以上实际驾
驶经验，如果会员的驾照在任何
时间被吊销、没收、失效或者其
状态发生变化，会员必须立即通
知EVCARD。“用户协议的确没
明确必须本人使用，但我们建议
本人使用，因为一旦发生违章、
交通事故，都由会员自己承担。”
EVCARD客服说。

左中右微公交：
当面租车审核资格

左中右微公交因 APP 尚在
调试阶段，目前该平台在成都仅
限于当面租车。“由于是当面交
易，站点专员会对驾驶员资格进
行审核。”左中右微公交成都分公
司综合管理部经理李成义说，审
核除了核对是否过期，还会在交
管部门的网站上查询驾照是否
过期、是否失效，“一旦发现失效
或者注销，肯定不会租车给客
户。”李成义说，即便是当面租车，
用户将车租给别人使用的现象
无法避免，这些都在合同中予以
明确约定，一旦出借给他人使用
出现交通事故或者违法，其后果
都由租车人自己承担。

苏打出行：
ID仅限本人使用

苏打出行用户协议明确，苏
打出行的用户ID仅限于本人使
用，不得转借、转移、转赠给他
人，共享车辆仅限于用车订单相
对应的认证用户使用，若非本人
用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
予以赔偿。“我们不仅仅在合同予
以约定，而且通过技术手段予规
避，避免非认证用户使用车辆。”
苏打出行运营总监袁继伍说，苏
打出行对用户上传的资料审核
予以人脸识别，用户除了提交身
份证和驾驶证之外，还需要手持
身份证拍照。他透露，苏打出行
对用户的驳回率非常高，目前苏
打出行成都注册用户有2万人，
第一次用户申请驳回率达50%。

2015 年 7 月，四川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颜子博被查出患上了鼻咽
癌。治疗期间，他和医生跨界合作研发
新型面膜，在癌症康复期间，他在家里
的小型实验室做实验，同时将多年的
科研成果总结，整理出 110 件进行申
报，截至 4 月 25 日，已经获得 64 件专
利授权，其他专利正在审查阶段。

颜子博今年 35 岁，博士生。2011
年4月进入四川建院材料工程系担任
专任教师，后因教学科研成绩突出，担
任了材料技术中心主任职务。2015年
7月，家人陪颜子博到医院检查，被查
出患上了鼻咽癌，中晚期。做化疗时，
他发现不少病人化疗后脸上会出现疹
子。“我喜欢拍照，很在乎我这张脸。”
颜子博让母亲用几种植物作为材料熬
制后作为面膜敷脸，颜子博在自己脸
上做实验。意想不到的是，疹子逐渐消

除了。在医院有病友向他索取，在医生
的指导下使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他开始思考能否发明一种面膜去
解决上述问题。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
其主治医生吴博士。就这样，一个医学
博士和一个材料学博士一拍即合，医
生和病人组合开始跨界合作。

“我主要负责材料方面，他负责医
学方面。”颜子博介绍，在材料方面，有
种“万能黏土”膨润土，这种物质离子
交换性强，现在已被广泛应用。熬水使
用的几种植物原料，具有消炎、清热等
功效。颜子博将两者融合，添加其他矿
物质和植物一共 5 种材料，做出了一
种新型面膜。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取得
一些成果，正在申请发明专利授权。面
对疾病，颜子博很乐观，他说：“如果有
一天意外真的来了，证明自己曾经来
过。”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五一假期
共享单车景点“打涌堂”
武侯祠景区试点共享单车联络点制度，首日秩序井然

■四层法律关系需理清
目前，交警部门正在对

此事进行调查。四川卓安律
师事务所律师蒋健分析，此
案件法律关系较为复杂，要
分为四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共享汽车公司与
驾驶人形成的是暂时汽车租
用关系，首先要核实汽车是
否具有质量问题，如果交通
事故由汽车质量所导致的，
要由汽车所有人承担相应的
责任。

第二，如果车辆本身没
有质量问题，共享汽车公司
还要对驾驶人有没有驾驶资
格予以审核，如果没有尽到
资格审核责任，也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如果以上两个问
题都不存在，交通事故是由
于驾驶人违法、饮酒、毒驾等
原因造成，要由驾驶人一方
承担，看保险公司是否理赔。

最后，交通事故如果造
成重大伤亡，而驾驶人又没
有相应的赔付能力，从公平
角度出发，法院应该会判共
享汽车公司承担垫付责任，
再由共享汽车向驾驶人进行
追偿。
■出借账户 朋友或担责

“从此案来看，司机称借
用的是朋友的账户，说明共享
汽车公司没有尽到审查义务，
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
务所陈小虎认为，与共享汽
车形成租赁关系的实际是肇
事司机的朋友，这位朋友应
该知晓对方是否具备驾驶资
格，如果该朋友没有尽到相
应的审慎责任也要承担相应
的责任。其次，还要看共享汽
车的用户协议中是否约定所
租赁汽车只能由本人使用，
如果有此项约定，就按前述
承担责任；如果没有，则共享
汽车应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开共享汽车撞人致一死一伤

谁来
买单

伤者讲述
站在路边打车 三人被撞 一死一伤

前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市第一
人民医院见到两名事故当事人。受伤的
黄丹躺在病床上，膝盖青肿（上图）。另一
名当事人聂骏讲述了事发经过。

4 月 25 日晚 9 点左右，聂骏站在
时代晶科名苑东门口，准备打车送黄
丹、黄晓琴离开。天下着雨，三人站在
非机动车道等车。离黄晓琴约10米开
外，停着一辆共享汽车，共享汽车副驾
驶位下来了一个人。“突然，我感觉一

股推力推着我们往后走，我摔在路
边。”聂骏说，回过神一看，这辆共享汽
车把站在中间的黄丹推到了路对面，
车撞到路边保护树木的钢架，才停了
下来。离车最近的黄晓琴倒在车子地
下，不幸当场死亡。

前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前往事
故现场查看，小区对面的钢架已被撞
弯，树上还插有许多碎玻璃，地下依然
可以看到血迹和死者的头发。

肇事司机
驾照12分已被扣完 系借朋友账号租车

前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了肇
事司机张鹏。张鹏目前人在内江，他通
过微信向记者回忆了事发经过。张鹏
表示，当时，雨下得很大，他开着自动
挡的盼达共享汽车，将朋友送到时代
晶科名苑，停在路边踩着刹车输入导
航。输完导航位置后，他挂档前行，发
现车却在往后倒。他赶紧踩了一脚刹
车，但是车没有停下来。他瞬间慌了。

“踩了一脚，车没有减速，也没有
加速，马上就慌了，怕自己踩错了，赶
紧把右脚悬空，拉手刹制动，想尽一切
办法把车停下来。但车停不下来，直到
撞到钢架才停下来。”张鹏说，当时雨
下得很大，他没有发现车后边有人，直
至车停下来后，才发现撞死了人。“我

感觉车有故障，要不拉手刹制动怎么
停不下来？”张鹏说。目前，事故还在调
查中，这辆共享汽车具体的车况如何，
还需要等待车检报告。

事故发生后，救护车和交警赶到
现场，交警检查司机驾驶证发现，肇事
司机张鹏驾照的12分已全部扣完。“一
个驾照被扣完12分的司机，是怎么租
到共享汽车的？”死者家属魏伟质疑。

张鹏说，他今年 22 岁，刚大学毕
业，是高中毕业时考的驾照，平时开车
机会比较少。当晚吃完饭送朋友回家，
他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帮忙租车。“ 账
号是他的，他租好车定好位置我去取
车，我们甚至不需要见面。”张鹏说，这
是他第一次驾驶共享汽车。

租车平台
未装摄像头和记录仪 只要有账号任何人都能开

事故发生后，张鹏父母曾经前来
看望黄丹，表示家境困难无力赔付。

魏伟多次联系和前往公司寻找
“盼达用车”成都负责人。“对方或避而
不见，或者对抗处理，他们甚至没有来
探望一下死者和伤者家属，表达一下
自己的态度。”魏伟说。

前日，魏伟当着成都商报记者的

面再次拨打了“盼达用车”成都负责人
谢安南的电话。“我们把事情跟重庆领
导汇报了，领导的意思是等法院判决，
判我们赔 500 万元就赔 500 万，判赔
100万元就赔100万。有问题可以联系
我，我再跟领导汇报对接。”谢安南说。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表明身份进行采
访，谢安南说需请示领导后回复。

租车平台
等法院判决 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
律师律师
说法说法

成都共享汽车资格审核：
有的建议本人使用
但不强制

医学院大一学生出手 急救被撞大爷

博士生身患鼻咽癌 一年获得64件授权专利

四川教授足球队
绿茵场上的老顽童
最高龄队员87岁，与球王切磋，曾拯救四川足球

1994 年，甲 A 联赛打响，中国足
球正式开启职业化历程。1996年3月5
日，成都一群高校教授受中国足球职
业化的感召，创立四川教授足球队。

21 年过去了，甲 A 改制中超，全
兴成为历史，而四川教授足球队，仍在
延续绿茵梦想。如今，已是“老”教授的
他们，以 70 余岁的平均年龄，坚持每
周二、五在川大足球场按时训练。“练
练脚法、打打友谊赛，21年来，周周都
在。”近日，在四川大学体育学院，四川
教授足球队创始成员沈际洪教授，为
记者讲述了球队的故事。

几位川大教授
倡议成立四川教授足球队

1996年，最初倡议成立四川教授
足球队的，是四川大学的几位教授。倡
议之后，成都各高校、科研单位和行政
部门爱踢足球的教授们迅速响应，一
支有着38名创始队员的球队建立了。

四川教授足球队可谓人才济济：
四川大学华西医大骨科运动医学教
授龚锦源、原四川大学体育学院院长
沈际洪教授、成都大学体育教授兼著
名足球记者廖本强，都是球队的骨干
球员。

21年来，四川教授足球队每周都
会风雨无阻的出现在球场上。“退休之
前，每周六训练一次，退休之后闲了，
改在周二、周五的上午。”沈际洪说，现
在大家要么练练脚法，要么打打友谊
赛，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四川教授
足球队曾经参加过6次全国友好城市
老年足球赛，并荣获3次冠军，其他3次
也都是前三名。

为了安全改规则
不能冲撞和铲球

想要加入这支四川教授足球队，
门槛不低：首先，队员必须要有足球背
景，有一定的足球水平，最差也是曾经
的大学校队成员；其次，必须要有副教
授以上的职称，还要队中两名老成员
介绍才能加入；最后，年龄需在 40 岁
以上。

为了保护大家不受伤，球队对常
规的足球规则做出了一定改变，比如
不能冲撞和铲球。“其实不用太担心我
们的安全问题，因为大家对足球都有
研究，都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加上有顶
级运动医学专家龚锦源坐镇，家人也
很放心。”沈际洪说。

“经常路过看到老教授们踢球，好
酷！”四川大学大三学生小李说，他和
很多同学在学习之余，通常宅在宿舍
打游戏，其实应该向四川教授足球队
的前辈们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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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球王切磋
曾拯救四川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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