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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内，交通运输部两度关注顺
风车。11月28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对顺风车业务提出四点要求：严守安
全底线、驾驶员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限制
顺风车合乘次数、快速响应乘客投诉。

据悉，此前的 11月 11日，交通运输
部等六部门联合约谈 8家网约车、顺风
车平台。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
表示，顺风车业务曾经发生过恶性案件，
希望各平台吸取教训，加强安全管理措

施，至少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平台公司必须严守安全底线。

对上线车辆技术性能和驾驶员背景要做
好审核和动态监控，保护好用户个人信
息隐私，从源头上保障安全。

二是要符合顺风车本质。必须是驾
驶员自身出行需求为前提、事先发布出
行信息，由出行线路相同的拟合乘人员
选择合乘车辆。驾驶员所从事顺风车行
为必须不以盈利为目的，仅与搭乘人员
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

三是平台公司不能以顺风车名义提
供非法网约车服务。顺风车应按照各地
有关规定，对每车每日的合乘次数有一
定限制，符合所在城市的交通出行常理。

四是平台公司要快速响应处理乘客
投诉。及时有效处理突发应急事件，并
要承担安全事故先行处理责任，保障驾
驶员和搭乘人员安全和合法权益。

徐亚华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
依托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指导各地相关管理部门密切
关注平台公司安全整改落实情况，落实
属地责任，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借顺
风车之名组织非法营运的平台公司，维
护城市客运市场竞争秩序，促进交通运
输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11月 7日，滴滴确定顺风车重启时
间，并于11月20日在哈尔滨、太原、常州
三个城市试运营。

据悉，在滴滴顺风车的试运营规则
中，对安全隐私、限制合乘次数、快速响
应投诉等方面进行了强化。在安全和隐
私上，引入失信人筛查机制；下线个性化
头像、性别等个人信息展示。在限制合
乘次数上，要求车主需设置常用地点，在
常用地点间接单；根据各地情况及私人
小客车合乘相关规定限定每日接单数
量。针对投诉响应，接入7×24小时安全
响应中心、安全客服对接公安机关调证

工作组全年无休等。
嘀嗒出行也多次通过行业标准集思

会等形式，明确司乘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交通运输部的要求，嘀嗒出行

方面表示，“嘀嗒始终以积极行动落实交
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提
出的系列要求，全面提升公司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和平台安全防控能力。安全工
作无止境，嘀嗒将高度重视交通运输部
例行新闻发布会对顺风车业务提出的四
项要求，坚持依法合规经营，严守安全底
线，维护行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努力
推动交通运输新业态健康发展”。

除对顺风车业务提出四项要求外，交
通运输部对以“聚合”名义从事非法网约
车经营的问题也十分关注。

11月11日，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
合约谈滴滴、首汽约车、神州优车、曹操
出行、美团出行、高德、嘀嗒、哈啰8家网
约车、顺风车平台，除了要求各平台持续
整改，还提到顺风车平台接入网约车的
问题。

约谈指出，一些聚合平台近期出现
接入不合规的网约车平台、车辆和司机，
以“聚合”的名义从事非法网约车经营等
新问题。聚合平台要加强对接入的网约
车平台公司经营资质的审核把关，并督
促网约车平台对车辆和司机从业资质严
格把关，共同承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和解
决乘客投诉的兜底责任。 （京 报）

11月 20日，滴滴顺风车上线试运营，在下线四百多天后重出江
湖。第一批试点城市只有三个——太原、哈尔滨、常州。

顺风车当年的横空出世，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出行体验，
但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使滴滴顺风车被迫停摆。拼车的安全红
线究竟在哪？一直是整个行业关注的焦点。恢复上线第一周，是否
能让乘客和司机安心？滴滴和地方交管部门又如何回应社会的关
切呢？

顺风车重出江湖 乘客体验怎么样？

家住太原市杏花岭区的市民曹先生此前一直乘坐滴滴顺风车，
本次滴滴顺风车一上线，他便再次注册。滴滴顺风车用户页面上的

“安全功能一键全知道”栏目引起他的注意，里面有滴滴平台为乘客
提供的安全功能介绍，诸如紧急联系人、行程分享、隐私号码保护、
110报警、行程录音保护、实时位置采集、信息核验等。曹先生表示，
新上线的滴滴顺风车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了。

本次滴滴顺风车上线的“女性安全助手”功能备受女性乘客的
关注。女性用户可以查看合乘方车龄、驾龄、人脸识别时间等相关
信息；及时提醒行程分享、紧急联系人、实时位置保护等安全功能操
作；查看行程安全信息，当发生轨迹偏移、长时停留等异常情况时，
即时预警提示并通知紧急联系人；长距离出行要求合乘用户增加人
脸识别，女性用户须设置紧急联系人，车主则自动开启行程录音加
密上传平台

滴滴方面表示，滴滴顺风车联合公安机关对注册车主进行综合
背景审查，公开可查询到的失信被执行人无法注册成为滴滴顺风车
车主。

特别关注的是，滴滴顺风车将用户的信任值升级为行为分。新
版的行为分升级为千分制，用户的更多行为被纳入计分范围，并对
用户履约、守规、友好、整洁四个维度综合评估。高分用户将获得更
多的优先权益，而低分用户将被严格约束，特殊场景接单限制、400
分以下的用户将被停止服务

虽然滴滴已经对顺风车提出资质要求、全程录音、时间限制等
诸多要求，但是部分乘客表示安全性是依旧是他们心中迈不过去的
一道坎。

大量司机仍观望 顺风车现在好打吗？

目前，在哈尔滨，不少原有顺风车司机还在处在观望状态，并没有
立刻重新注册成为顺风车司机。司机宋师傅表示，严格规定后匹配度
问题、车单是否充足、顺风车市场能否一直运行下去，这些都是让他犹
豫的原因。

“我没接顺风车，以前觉得顺风车匹配度特别好，去哪里都能顺到
车，等到后期各个平台都出了顺风车了总感觉要么就是单太少，要么
就是司机太少，就是匹配度不太好。看情况吧，要是单比较多，也可以
考虑重新注册顺风车主，因为我觉得顺风车挺好的。”宋师傅说。

在哈尔滨，顺风车运行第一周，顺风车“打车难”、“单多车少”的现
象较为普遍，家住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刘女士表示，除了机场、火车站
等地顺风车较多之外，前往其他地点还是会出现打车难的现象。她曾
经在下午 1点钟前后，在顺风车平台上下单前往哈尔滨市松北地区，
但是半小时后，在即使加入感谢费用的前提下依旧无人接单。

对此，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管理处副调研员李志祥表示，
对于滴滴顺风车的管理，将按照哈尔滨市相关规定，从接单数、规划旅
程、平台公司运营等多方面进行监管，保证出行安全。

更复杂是否意味着更安全？

正如报道里提到的，作为用户，恢复上线的滴滴顺风车，最直观的
体验就是，使用更复杂了。乘客首次使用，需要完成“实名信息认证”、

“安全功能确认”、“乘客安全知识学习”三个任务。其中，乘客上车时
会收到信息核验卡问“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人，这个车是不是这个车”。
在行程中，滴滴顺风车还会提示打开设置紧急联系人、开启录音功能
等等。

对于司机来说，更是这样。车主除了需要提交三证(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进
行审核以外，还新增了对车主证件的视频动态审核。这也意味着，车主无法用一张
静态的照片来蒙混过关。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看来，安全的红线是滴
滴这一类出行平台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不再行“网约车”之实 顺风车回归最初的意义

更重要的变化是，滴滴顺风车限制了车主常用接单地点的设置，允许设置 4个
常用地点。而之前，是没有这样的限制的。在常用地点间接单，这就屏蔽了一部分
专职拉活的司机。刘俊海表示，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部分司机的利益，但
却让顺风车回归了最初的意义。

由于顺风车和其他网约车在提供出行服务方面有着显著的不同，专家普遍认
为，顺风车存在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冲突。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
任程世东此前表示，顺风车应真正成为区别于网约车与出租车的共享出行服务，意
味着平台不能再利用大量不被监管的车辆，以“顺风车”之名行“网约车”之实。

（央 广）

11月20日至11月27日，顺风车行业
标准课题研究集思会第四期展开了“您是
否支持推行无烟顺风车”的讨论，短短七
天讨论中 ，有超过600万人参与集思，超
过65万人参与投票。参与人数之多，讨
论之热烈，创下了历届集思会之最。

95%的网友支持无烟顺风车

顺风车行业标准课题研究集思会由
中国交通报，中国公路学会，城市智行研
究院和嘀嗒出行联合主办。在本期关于
无烟顺风车的讨论中，有95%的网友选择
支持无烟顺风车，仅有5%选择不支持无
烟车。网友围绕影响健康，乘车安全，合
乘环境下司乘互相尊重等话题展开了深
入讨论，表达了自己对无烟顺风车的支
持，以及对无烟顺风车社会意义的肯定。

同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顺风车毕
竟是私家车辆，应尊重部分车主的吸烟自
由。可以让车主在平台上自行贴上无烟
车或吸烟车的标签，供乘客选择。同时，
平台着力倡导无烟出行，促进整体无烟环
境的构建，营造更加清新的出行环境。

此次集思会收到了近万条网友评
论，大家从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表达了
对顺风车合乘期间吸烟的看法和建议，这
也正是集思会的价值所在。

无烟顺风车讨论的出发点：
顺风车是否属于完全私人空间

事实上，关于此次顺风车内是否应
该禁止吸烟的探讨，延伸到了一个更深

层次问题，就是当私家车主参与到顺风
出行当中时，其车辆的空间是否还属于
车主的完全私人空间？以及，顺风车内
吸烟是否属于个人行为？事实上，这也
是讨论顺风车内应不应该吸烟的出发
点。

在此次讨论中，大部分网友均认
同，当有车主和乘客合乘时，顺风车就
已经不再属于车主的私人空间了，而是
一个具备半公共属性的环境，因此，参
与合乘的任何一方，都需要考虑 自身
行为对另一方的影响。

而用户委员会代表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博士林玮认为，顺风车场景有
别于纯粹面向不特定对象的公共场所，
应属公私交界，讲究合意和互谅。如一
方吸烟另一方不吸烟，则肯定不能强迫
对方吸二手烟。车主如欲吸烟就应不
接单，乘客吸烟则不仅强迫车主吸二手
烟，而且在车上留下挥发烟味将造成长
期困扰。

《无烟顺风车管理办法》
将吸纳公众建议进一步完善

在讨论“您是否支持推行无烟顺风
车”的同时，嘀嗒出行也同步推出了《无
烟顺风车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内容包括：

1. 顺风车合乘期间，车内禁止吸
烟；

2. 合乘期间如遇吸烟，乘客/车主
可点击行程订单发起投诉；

3. 乘客/车主如在车内吸烟，将被
扣除行为分3分；

4. 乘客/车主如在车内吸烟，将会
直接影响在平台的信用分。

此次集思会，也是一个公众意见征
集的过程，嘀嗒出行将会充分参考来自
用户，专家及媒体的意见，对《无烟顺风
车管理办法》的细节进行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

关于车内吸烟所产生的二手烟会影
响车上其他人员的健康，以及车内吸烟
会带来安全隐患等内容，网友也进行了
广泛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对合乘中的
任何一方而言，享有的清新，安全的出行
环境，是最基本的权利，因此，车内不吸
烟，保持车内环境的清新，是对合乘另一
方的健康和安全的最起码尊重。

诸多吸烟者均表示，他们在有其他
合乘者时不会在车内抽烟。“我本人也是
一个烟民 但个人还是认为不可以在车
内吸烟，不管是乘客还是车主本人，都应
创造一个良好的车内环境，从驾车安全
角度还是卫生角度我们都应该遵循这一
点，这是体现顺风车行业的一个制度标
准。”

维护清新整洁车内环境
是车主乘客共同责任

以平等互助关系为本质特征的顺风
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合乘双
方应该遵循的基本文明礼仪应该是什
么？各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又是什

么？ 无烟顺风车，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呈
现形式。

合乘一方的行为对车内环境的影
响，其实还有诸多场景，比如在车内吃东
西，在车内听过于闹腾的音乐，不小心弄
脏车辆，留下垃圾等等。在顺风车这样
一个有限狭小的空间内，合乘一方的很
多行为，都会影响到合乘另一方，因此，
行为自由是应该受到限制的。

网友表示，顺风车愉快舒适的体验
是相互的，需要车主和乘客共同去维护，
顺风车是车主和乘客的友好协商互助行
为，理应做到文明出行。

的确，这就是顺风车这一出行方式
的魅力所在：平等沟通，互相体谅，互相
尊重，和谐友爱，给合乘双方带来的愉悦
舒适体验，是其他出行方式无法比拟的，
而这样的体验，并不是由服务一方所提
供的，而是由合乘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
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缔造者
和维护者。

而顺风车平台，则是新时代出行文
明以及良性顺风车文化的倡导者，平等
互助的顺风车出行，所延伸出来的诚信，
友善，和谐等等礼仪和文化，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通过是否支持无
烟顺风车这一议题的讨论，让更多人开
始去重新思考，相较其他出行方式，顺风
车在用户体验上有何本质区别，以及顺
风车文明和文化有哪些基本的特征，每
一个用户所承担的责任义务。

（苏 新）

交通运输部提出四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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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余万人参与讨论 95%网友支持无烟顺风车

交通运输部亮明“四条底线”，不是
要逼平台做无偿的“服务者”，也不是让
顺风车参与者做“志愿者”，而是要求顺
风车平台和参与者坚持共享本质，坚守
规则底线，通过担当社会责任、解决社
会问题，寻求社会共赢。

日前，滴滴顺风车宣布上线运营。
11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在当日举行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亮出“至少要做到”
的四个方面——平台公司必须严守安
全底线，从源头上保障安全；符合顺风
车本质，驾驶员从事顺风车行为，必须
不以盈利为目的；平台公司对每车的合
乘次数有一定限制；平台公司要快速响
应处理乘客投诉。

别的都不难理解，唯独“不以盈利
为目的”，遭到不少网友质疑。有网友

“抬杠”说，市场经济下，无利不起早，倘
若如此可行，出租车、高速公路等等，都
应不以盈利为目的。这是对顺风车解
决社会需求的方案本质的误读。

交通运输部亮出的四条底线，最亮
的就是“驾驶员从事顺风车行为必须不
以盈利为目的”。这是顺风车回归“顺
风”“顺路”、以“共享”方式解决社会需
求的本质方案。它有“市场”的属性，但
本质上不是“市场化”。

顺风车之乱，乱在过度商业化、市
场化。此中出现的安全漏洞，都可以在
平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中找到源
头。网约车的入职和安全门槛筑高之
后，一定程度打破了出行需求与私家车
参与需求的平衡，顺风车成为调节各方
需求的新方案、新期待。但顺风车，一
定不能成为网约车的“降级版”，否则等
同于安全底线的降低。这对网约车和
出租车行业来说，也将带来市场的伤害
与规则的损害。

平台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与私
家车希望不归属网约车的规则限制而
挣到更多的诉求，不是完整的“市场需
求”。将出行需求多样化的社会诉求，

完全用市场化来解决，这不是探索路
径，而是重回老路，有悖“区别化”与“多
样化”，也是与顺风车以共享的方式解
决社会出行需求的初衷相背离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是不盈利，而
是顺风车参与者一起分摊一部分出行
成本。这是顺风车最具共享特征的本
质所在，也是区别于出租车、网约车完
全市场化的可行方案。平台是达成双
方信息对接的提供者，类似于“中介
方”，即便每单顺风车只是微利，也可获
得可观的收益。参与者的目的和任务
是实现共享，不是经营；是既帮自己、也
帮别人节省出行成本。这是顺风车能
够通过市场介入的手段实现共享、共赢
的可行方案。

然而一些顺风车平台，屡屡引爆安
全漏洞之后，依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这是将共享模式完全当成“市场
蓝海”的过度贪婪。这种参与方式，难
以满足用户的安全与出行需求。交通

运输部亮明“四条底线”，不是要逼平台
做无偿的“服务者”，也不是让顺风车参
与者做“志愿者”，而是要求顺风车平台
和参与者坚持共享本质，坚守规则底
线，通过担当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
寻求社会共赢。这个底线，没毛病。

当然监管的责任不限于把关、设
限，监管部门也应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
建设者、方案提供者。让顺风车回归共
享本质、托住安全底线，监管部门同样
可以大有作为。对于平台和顺风车参
与者来说，永远是“无利不起早”，但共
享之利，取之有道。这个“道”，需要监
管部门一起拿方案，一起设规则，一起
找路径。比如如何界定“顺风”与“专
营”的性质，如何通过设置并监管“合
乘”的次数，如何对接并监管顺风车平
台的信息数据等等，这些都要有详细具
体的方案与规则设置，不能无限期地推
给“下一步”。这些问题解决了，顺风车
才能开得动，行得通。

“不盈利”的顺风车能否开得动？

观 点

法院公告栏
赫敬阳：本院受理原告郎淑敏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222民初3356号民事判决
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董小建（董建）：本院受理原告马利会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222民初3350号民
事判决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田阿龙：本院受理原告邓书建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222民初3359号民事判决
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
西平县绿科茂牧业有限公司、魏林、张风霞、
张春霞、李汉生、冀自领：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西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
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721民初325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
黄云江、张爱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水支行诉被告黄云江、张
爱宝、惠水时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黔 2731 民初 214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上诉状副本，上诉至黔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
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肖小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惠水支行诉被告肖小珍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黔2731民初214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上诉状副本，上诉至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
效力。

贵州省惠水县人民法院
许拥军：本院受理的（2019）川 1303 民初
1351号原告蒋继松与被告赣州汇丰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许拥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
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冯云鸣：本院受理宋占军诉你与赵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
杨随增：本院受理李奇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
王新凤、王中瑞：本院受理杨清坡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
王书祥：本院受理耿家锋诉你与许国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
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
董全斌：本院受理耿家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满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理，逾期
依法裁判。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
李建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朝风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 1426 民初 3712 号民事判决书。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会
亭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
贾志旭：本院受理原告徐祖军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727
民初30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
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贾志旭：本院受理原告徐祖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727民初30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封丘县人民法院
黄守志：我院已受理（2019）豫 1503 民初
8491号原告严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147000元及利息；二、本院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公告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十五日内。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
马 绍 全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381198509170873）：本院受理原告吕
小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该案（2019）川1381民初5313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刘磊：本院受理原告吴利敏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0
年2月14上午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张景潮、刘艳姣、王俊良：本院受理黄继东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0时在
本院马栏法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
朱结红:本院受理原告范结根诉你与朱幼华
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皖0827民初2573号民事判决
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被告高帅：原告李坤林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黔0181
民初 3651 号民事判决书（附判决书主文：
一、限被告高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支付原告李坤林装修款 34400 元及利息
（利息以 344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0月 19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标准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再自2019年8
月 20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坤林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60 元，由被告高帅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
孙坤伟、张艳丽：本院受理原告张琛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0223民初5714号民事案件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民事速裁团队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杨巍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尉氏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23民初 5675
号民事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民事审理团队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河南天泰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沐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9）豫0223民初5693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民事审理
团队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李雪清：本院受理原告河北丰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冀 0826 民
初32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前来本院土城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
院 林志芬：本院受理原告王雪璐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河北省馆陶县人民法院

为加强对网约车、代驾的管理，近
日，成都市交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管
理措施，例如，对不及时处理违法的企
业限制办理业务，对违法行为较多、发
生 事 故 的 代 驾 驾 驶 员 要 求“ 即 时 回
炉”，接受考试培训后才批准重返岗
位。

成都还召开了“青羊区网约租赁车
交通违法清理推进会”，共有 45家网约
租赁车单位参加。推进会上指出，对
部分企业出现的车辆违法未消除、未
年审的情况依法采取业务限制，督促
企业有效落实主体责任。深圳赢时通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青羊分公司、四川乐
升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及环球享成都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都
受到了业务限制。

会议还结合了冬
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行动，提醒各单位在
岁末年初之际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安全驾
驶。结合违法清理专
项行动，督促网约车
企业及时年审车辆，
消除车辆违法。

与此同时，当地警局还联合滴滴代
驾举行了“杜绝酒驾危害，守护安全每
一公里”培训活动，来自滴滴代驾的 50
位驾驶员接受了培训。成都警局将建
立代驾驾驶员“即时回炉”机制，代驾
公司通过监管考评对违法行为较多、
发生事故的驾驶员即时组织到分局进
行培训考试，合格后回到岗位。

据悉，此次培训是为了深化代驾司
机的交通安全法律意识，提升代驾司
机的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预防和减
少交通事故，提升代驾司机对交通事
故的应急处理能力。

3家企业被限制业务 成都加强网约车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