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6日～7月17日

责编 吴钦 实习编辑 廖庆丰 美编 冯成 帅建宏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 03
2018年7月17日

星期二

连日的暴雨影响了成都市民的出行。近
日，多位市民向记者反映，在过去一周里“打
车难”的情况正在加剧，而被滴滴司机突然取
消订单造成出行难的情况频繁发生。有市民
称，订单被取消后再次约车需等待40分钟以
上，还有人甚至遭遇了司机强制要求乘客方
取消订单并支付赔偿的情况。

对此，滴滴出行方面回应称，针对司机无故
取消乘客订单、为乘客带来出行不便的问题，相
应规则如下：司机接单后，未到达乘客上车位置
或未征得乘客同意的情况下取消订单，会影响
其服务分值，分值下降后司机收入也会有所下
降；但如果司机到达乘客上车位置，等待乘客3
分钟后乘客未上车，则司机可无责取消。

事件
订单被取消
再次排队等40分钟

市民余女士日前向记者爆料称，其在早
高峰期间使用滴滴出行打车时，遭到了司机
无故取消订单的情况。由于雨天打车排队时
间长，这导致余女士当日早上上班迟到。

据余女士描述，当日成都下暴雨，她用滴滴出
行呼叫到一辆快车，“这一单就等了将近半小时。”随
后，余女士匆匆下楼，过程不超过三分钟。而当她赶

到小区门口时，APP显示“司机未能完成服务”。
“之后只有重新打车，但是上面显示排队

人数60余人，需等待40分钟以上。”余女士表
示，由于遭遇司机取消订单的情况，造成当日
上班迟到近半小时。事后，余女士由于担心隐
私泄露，不愿在滴滴出行平台进行投诉，但她
认为这次情况司机应负全责。

事实上，近日有不少市民都遭遇了类似
“麻烦”。在兴隆湖上班的吴先生向记者反映，
16日一大早，他用滴滴出行预约了一辆快车，

“订单上显示司机距离我只有几公里”。
几分钟后，吴先生接到司机打过来的电

话，对方表示下大雨不想绕路，让乘客主动取
消订单。吴先生拒绝了司机的要求，而对方则
言辞激烈，表示“你现在想取消都不会给你机
会，慢慢在停车场待着吧”。

收到上述信息，吴先生立即打电话向平
台进行投诉。尽管平台表示将对司机方进行
惩罚，但因当天重新排队打车花费太久时间，
吴先生同样遭遇了上班迟到的问题。

原因
因雨天堵车
司机称“性价比不高”

司机取消订单的事件，造成乘客出行不

便的情况已不是新闻。为何司机冒着“被投
诉”的危险还要主动取消订单呢？

“下暴雨时经常堵车，导航上看着与乘客
只相隔一公里，堵车过来却要二三十分钟，而
这段路程又不计费，油费还得我们承担。最后
送乘客到达目的地赚的钱比油费损失的钱还
少。”针对暴雨天取消订单的情况，一位不愿
具名的滴滴出行司机这样回应。

此外，还有滴滴出行司机这样发帖“吐
槽”：如果遇上性情比较急的乘客，可能会不
断打电话来催。“比起接人路上堵车产生的
损失，我们还不如主动取消订单，承担点‘取
消费’。”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某第三方租赁平台工
作人员的认同。该平台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和
滴滴出行司机日常打交道，也常听他们“抱
怨”暴雨期间堵车不得不主动取消订单。但很
多乘客都无法理解，甚至还认为司机取消订
单是为了“赚钱”。

前段时间，网络上还出现“滴滴出行司机
恶意取消订单刷接单率”的热帖。该帖指出，
一些滴滴出行司机为了提高接单率，主动要
求乘客取消订单或自己在目的地“躲避逗留”
5分钟后，“无责”取消订单。这些信息无疑加
剧了乘客对滴滴出行司机关于订单取消的不
信任感。

回应
司机未来接
会影响其服务分分值

“遇到司机取消订单这种情况乘客可以
投诉，核实后我们会对司机进行相应处罚。”
滴滴出行客服在电话里对记者表示，暴雨天
气接到乘客这样的投诉不是孤例。

按照规则，滴滴出行公司为了保障乘客
权益、防止司机恶意取消订单，会对司机主动
取消订单的行为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司
机接单后，未到达乘客上车位置或未征得乘
客同意的情况下取消订单，会影响其服务分
分值，分值下降后司机收入也会有所下降；如
司机到达乘客上车位置，等待乘客3分钟后乘
客未上车，则司机可无责取消。

“事实上乘客可以提前通过拨打虚拟号
码，或在APP内及时通讯跟司机沟通。”滴滴
出行客服表示，为减少司机损失，乘客也可让
司机提前开始计费。

针对司机打电话要求乘客方取消订单的
问题，该客服人员表示将对其进行扣除服务
分的处理。“乘客取消的时候有几个原因可
选，其中有个是‘司机不愿意来接我’，选这项
其实也会对司机的服务分造成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实习记者 唐思思

因为洪灾断道，阿坝州九寨沟县
大录乡的八屯村受灾严重。在这里卖
了 10 多年菜的商贩陈树林头天听说
路抢通了，赶紧和妻子联系农家装菜，
15日起了个大早，将菜送到八屯村。

四大口袋白菜、四大口袋莲花白、
三口袋豆芽，还有一头猪。陈树林说，
这批肉和菜值6000余元，是他和爱人
给村民的一点小心意，“希望能够缓解
他们的一时之急。”没发生洪灾前，自
己就经常来，大家也爱买他的菜，“早
都把八屯村村民当我的家人了”。

遭了洪灾
我们送点菜是应该的

7 月15 日，在九寨沟县大录乡受
灾最为严重的八屯村文化院坝内村民
正在新搭起的灶台上洗菜、切肉，做起
了午饭。

“这肉和菜是经常上来卖菜的陈
树林给我们送来的。”正在切肉的村民
俄么多吉说，商贩陈树林的暖心之举，
让村民非常感动。院子里的桌子上放
着一头猪，旁边摆满了白菜、莲花白等
蔬菜。

“早都把八屯村村民当作我的家
人，他们遭受了洪灾，我们给送点菜是
应该的。”正要离开的商贩陈树林介
绍，他家住九寨沟县双河乡新华村，在
八屯村这一路卖菜卖了13年了，没发
生洪灾前，经常都会来，大家也爱买他
的菜，这一来二去，村民们都和陈树林
熟了起来。

一点小心意
希望能够缓解一时之急

“听说这边道路抢通了，我专门开
车上来看了看，得知村里没有菜，今天
就把菜拉了上来。”陈树林说道，洪灾
发生后，道路、通讯中断，一直联系不
上八屯村村里的人，为了给村里人吃
上新鲜的蔬菜，陈树林和妻子7月14
日下午就到联系好的当地菜农家装
菜，除了猪肉外，还有4口袋大白菜、4
口袋莲花白、3口袋豆芽。

7 月 15 日早上 6 点过，夫妻俩就
清点好菜和肉拉了上来。陈树林介绍，
这批肉和菜值6000余元，是他和爱人
给123户村民的一点小心意，“希望能
够缓解他们的一时之急。”陈树林妻子
说道，如果还有什么需要，他们也会尽
量想办法帮助。

暴雨随风而去
高温接踵而至

暴雨天喊网约车
等了半小时司机取消订单
滴滴回应：司机未到达取消订单将影响服务分值

洪灾断道
商贩送菜
6000元“爱心菜”
送给123户村民

成都正式进入了三伏天成都正式进入了三伏天，，意味意味
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到了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到了

/ 降雨渐弱 / 19日雨水主力部队撤退

16日，成都的阳光终究没有强过云层，夜间东部、南部的部分
地方再次出现了暴雨天气，成都市气象台再次发布了暴雨蓝色预
警，根据最新预计，从7月17日开始，强降雨将逐渐退去，而高温天
气已经对四川盆地虎视眈眈，四川盆地东部、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将
达到35℃左右，且持续天数可达4-8天甚至更长。

成都还将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成都还将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雨量
中雨中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暴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暴雨，，降降
雨时伴有雷电和短时阵性大风雨时伴有雷电和短时阵性大风。。

成都白天雨水主力成都白天雨水主力
部队撤退部队撤退，，日最高气日最高气
温维持在温维持在3232℃℃左右左右

成都市气象台预计，16日20时到17日20时，成都还将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中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

暴雨，降雨时伴有雷电和短时阵性大风。

四川省气象台预计，16日到17日盆地西部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为30-50毫米，局地70毫

米以上。雅安、乐山、眉山、成都、德阳、绵阳、广元7市雨势较大，其余地方多阵雨。

17日之后，盆地强降雨将逐渐减弱，到了19日白天雨水主力部队撤退，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2℃左右，虽然主力撤

退了但如散兵游勇的短时对流还在。

7月17日开始，正式进入了三伏天，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到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四川

盆地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天数可达4-8天甚至更长。

今日
入伏

16日下午，雨水停歇后的成都气温
稍稍回升，甚至有些闷热。不过在下午4
点，成都市气象台继续将15日下午4点
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更新为暴雨蓝色
预警：受切变线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
响，预计 16 日 20 时到 17 日 20 时，成都
还将有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中
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方暴雨，降雨
时伴有雷电和短时阵性大风。

根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16日到17
日盆地西部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
雨，最大小时降水量为 30-50 毫米，局
地70毫米以上。雅安、乐山、眉山、成都、

德阳、绵阳、广元7市雨势较大，其余地
方多阵雨。

今年入汛以来，成都已经历了8场
区域性强降雨，降雨比例同期有明显的
偏多，特别是6月份偏多八成。进入7月
份之后，大雨并未减弱，截至7月16日，
四川省多地这半月以来的降水已突破
了全月的极值。

17 日之后，盆地强降雨将逐渐减
弱，到了19日白天雨水主力部队撤退，
日最高气温维持在 32℃左右，虽然主
力撤退了，但如散兵游勇的短时对流
还在。

雨水渐停，四川盆地的天气将被高
温迅速取代。

7月15日，泸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
高温黄色预警，预计 15 日到 19 日，叙
永、古蔺、合江等低海拔地区午后最高
气温将达到38℃以上，与此同时高温橙
色预警也在广安市拉响。

16日，广安、达州、南充三市的最高
气温达到了35℃左右，而成都、乐山、雅
安等地在当日下午2点的实时平均气温
不到26℃，从目前的高温和雨情分布来
看，雨势主要集中在盆地西部、高温主
要集中在盆地东部。

7月17日开始，正式进入了三伏天，
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要到了。今
年的三伏天长达 40 天，初伏 10 天：7 月
17日-7月26日；中伏20天：7月27日-8
月 15 日；末伏 10 天：8 月 16 日-8 月 25
日。三伏期间，地面吸收的热量几乎多
于散发的热量，天气也就最热了。再往
后，地面吸收的热量开始少于地面散发
的热量，气温也就慢慢下降了。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副热带高
压影响，四川盆地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
天气，持续天数可达 4-8 天甚至更长。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 将迎高温 / 今日正式进入三伏天 7月17日～7月19日

7月17日～8月25日

7 月15 日，来自九寨沟县委宣传
部消息，受特大洪涝灾害影响，九寨沟
县四条出县中断的道路全部抢通，全
县已恢复供气。

九寨沟县城至弓杠岭方向 G544
线道路已抢通，因山体不稳定，车辆需
减速观察通行；九寨沟县城至青龙桥
方向，因双河乡团结村新村路基全幅
垮塌，主干道无法通行，现已修复便
道，可临时通行；九寨沟县城至平武方
向，因多处路基垮塌，现已修复便道，
小车可临时通行；九寨沟县城至若尔
盖方向，九寨沟县境内已抢通；全县通
乡路均已抢通；130 个村（社区）中，
125个村（社区）道路已抢通。

全县15个乡（镇）130个村（社区）
中，除马家乡苗州村外均已恢复通讯；
127个村（社区）已恢复供水，其余3个
村为临时应急供水；103 个村（社区）
已恢复电力；129 个村（社区）已恢复
通讯。 陈静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四条出县道路抢通
九寨沟县已恢复供气

抢险消息

陈树林夫妇开车为村民送来猪肉和蔬菜

有雨

雨退

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