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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顺风车恢复部分夜间订单
只允许同性别合乘 同时在部分城市测试行程中录音功能
此前，因“空姐乘顺风车遇害”事件，滴滴顺风车被推上风口浪尖，滴滴也对外宣布，
自 5 月 12 日零时起，滴滴顺风车平台业务将在全国范围内停业整改一周。 此后，滴滴
方面再次发布顺风车整改措施， 其中提到顺风车暂停接受 22 时至 6 时期间出发的订
单。 6 月 13 日，滴滴公布了安全升级工作的最新进展，15 日起滴滴顺风车将局部恢复
部分夜间时段的订单。 不过，夜间订单将只允许车主与乘客为同一性别方可合乘出行，
即男车主接男乘客，女车主接女乘客。

测试护航模式和安全共建卡功能

滴滴方面介绍，为满足部分顺风车用
户的出行需求，在综合评估现有安全能力
过去三周的作用和效果后，计划于 6月 15
日局部恢复部分夜间时段的订单。具体开
放时间段为 22时至 24时和 5时至 6时。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滴滴表示，目前
以上两个夜间时段的顺风车订单，将只允
许车主与乘客为同一性别方可合乘出行，
即男车主接男乘客，女车主接女乘客。

此外，滴滴顺风车还将于 6月 22日
小范围上线测试护航模式和安全共建卡
功能。开启护航模式，乘客可自动分享轨
迹给紧急联系人，平台实时关注行程轨
迹并在异常时介入。安全共建卡功能则
可展示车主和乘客上传的真实照片和车
辆等信息，可供双方在行程开始前相互
查看并核实，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安全
保障。

在部分城市测试行程中录音功能

同时，本月内滴滴快车、优享、拼车、小
巴也将在国内小部分城市测试行程中录音
功能，以便在司乘双方发生纠纷投诉时取
证判责，从而进一步保障双方的安全和权

益。滴滴出行方面表示，测试期间，将广泛
征集乘客、司机与社会各方的意见与建议，
进一步评估该功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可
行性。

楼上飘下写有“SOS”纸飞机
警方搜房近 400 间 竟是小女孩恶作剧
楼上飘下一只纸
飞机，上面写着“我被
中田 原 子 绑 架 了 ”的
字样。 6 月 10 日，为
了这只纸飞机， 宁波
市海曙区古林派出所
出动了 30 余名警力，
从 1 楼 到 10 楼 挨 家
挨户敲门排查。 当民
警们 在 10 楼 一 间 出
租房内， 看到纸飞机
的主人——
—一名十二
三岁的小女孩正在写
作业时， 终于真相大
白，这是一场恶作剧。

空姐遇害案百万奖金或将捐赠

此前，针对“空姐乘顺风车遇害”事件，
滴滴公司曾悬赏 100万元寻找疑凶司机，
表示对于提供线索的热心人，滴滴将视线
索重要程度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而
近日参与搜寻嫌疑人刘振华的郑州市水上
义务救援队也委托律师向滴滴提出悬赏支
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滴滴出行方面昨日表示，已经委托北
京环球律师事务所全权保管 100万元线索
资金与线索提供人的后续沟通及奖金发放
工作。
滴滴出行称，“ 在寻人启事发出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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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两天时间里平台接到了 3000多条线索，
我们选取了当中可能有效的信息随时同步
给公安部门，由于目前有多个团体和个人
向平台提出领取奖金的要求，希望相关申
领人能够尽快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并经
公安机关确认对案件侦破确有重大帮助，
一经核实我们将尽快把奖金给到最合适的
个人或团队。”如于 9月 1日仍无公安机关
确认有效线索，该 100万元奖金将直接捐
赠给公安部主管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以弘扬社会正气，倡导见义勇为，帮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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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人。

空姐遇害案促使滴滴大整改

今年 5月初，某航空公司空姐在夜间
搭乘滴滴顺风车，遭司机杀害。此后滴滴展
开一系列整改措施，包括：顺风车用户标签
和车主评价功能全部下线；车主每次接单
前需进行人脸识别，最大限度杜绝私换账
号的可能性；在顺风车暂停接受 22时至 6
时出发的订单，服务时长将超 22时的订

单，滴滴会对合乘双方发送安全提示。
同时，滴滴公开征求意见：为更有效解
决司乘纠纷及安全问题，是否应对用车行程
全程录音？具体来说：滴滴先明确告知用户、
经过用户授权后，在用车全程中录音，以便在
产生纠纷时便于取证。相关录音资料将加密
上传至服务器，保留 72小时后自动删除。

10 名院士深入演兵场建言空军发展
北京晨报讯（记者 曹晶瑞 通讯员 江
海洋）

近日，空军在某试验训练基地举办
“科技兴军空军院士顾问军营行”活动，10
名刚刚参加完全国院士大会的空军院士顾
问赶赴戈壁深处，为空军战略转型、战斗力
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初夏大漠，战鹰轰鸣。10名院士走进演
训一线，现场观摩空军“红剑 -2018”演习
实况，感受空军实战化军事训练“四大品
牌”发展成果。“此次深入空军作战、试
验、训练一线，为我们了解空军、熟悉空
军搭建了桥梁，更有利于为空军战斗力
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集智助力。”一位院
士表示。
活动期间，院士们还现场参观了歼
-20、歼 -16、歼 -10C等高新武器装备，并
与 11名空军高层次人才和部队科技骨干
进行座谈交流，特别是围绕推进空军战略
转型、发动机关键技术、电子对抗干扰手
段、人工智能武器研究等重大问题，提出了

许多有益意见。“这次院士顾问军营行活
动，是从科技前沿走向战场前沿，从科研高
端走向部队末端的直面帮带，有效开阔了
官兵们的科研视野，提升了把握军事科技
前沿的能力。”空军高层次科技人才、某试
验训练基地高级工程师张苇表示。
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此次承办“科技
兴军空军院士顾问军营行”活动的空军某
试验训练基地，担负着全军新武器装备试
验、空军实战化训练“四大品牌”、空军新
质战斗力生成等重大使命任务，是连接部
队、院校、科研机构的桥梁纽带，被誉为
“空军硅谷”。
作为高技术战略军种，空军从 2000年
起在全军率先聘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担任空军建设发展顾问，建立了向
国家“最高智库”借才引智的战略平台。多
年来，空军院士顾问心系空天、建言献策，
在建设实战空军、转型空军、战略空军中发
挥了特殊优势和作用。

天上飘下一只求助纸飞机

古林派出所当天值班领导——
—基
础信息中队中队长周柳臻说，6月 10
日是周末，警情也还算少。直到中午
11时 11分许，一通群众的报警打破
了所里的宁静。
报警人是位女士，她说在古林礼
嘉桥的一栋大楼外捡到了一只纸飞
机，上面用红笔写着：
“我被中田原子
（如图）”。
绑架了！SOS！
接警员一听，立刻汇报给了周柳
臻，
“当班民警柴宏斌先带着两个协警
去了，我们在所里等消息。”
柴宏斌仔细看起了这张求助字
条：笔迹有涂改，反面印着学生英文教
材上的内容，
“要么就是真有人被绑架
了，要么就是恶作剧。”根据多年的接
处警经历，他分析了两种可能，但即便

只有 1%的可能是绑架，他们也必须找
到丢下纸飞机的人，以确保万无一失。
事发地是一栋 10层的商业楼，
每层至少有 40间房，1楼是店面商
铺，2楼是出租的小公司，3至 10楼
则为出租公寓楼，整栋楼加起来约有
近 400间房。
于是，柴宏斌一边向所里汇报寻
求支援，一边找到大楼的物业，准备挨
家挨户敲门找线索。
在所里的周柳臻坐不住了，绑架
可是重大刑事案件，宁可信其有，不可
信其无，他挂上电话便起身安排警力。
“大家辛苦点，大楼体量太大了，近
400个房间，人手一定得多，越快越
好！”一声令下后，30余名警力全部赶
到现场，准备逐户排查。

出租屋内找到纸飞机主人

于是，大家分组，分别从 2、4、6、8
楼逐户敲门确认。直到 12时 40分，
柴宏斌所在的小组在排查到 10楼的
一间出租房时有了突破。屋里有一对
母女，开门的是名中年女子，一见是警
察，有些惊讶，里头有个女孩，看着十
二三岁。柴宏斌上前轻声询问：
“小姑

娘，你有没有折过一只写有求助信息
的纸飞机呀？”她当下就点头承认了。
为了避免出错，柴宏斌当场又让
她写了一遍，在确认过笔迹后，总算解
除危机，确定只是虚惊一场。
从接到报警到此时，已历时两小
时，搜寻也终于告一段落。

小姑娘心有不快搞出恶作剧

周柳臻不放心，想知道孩子丢下
纸条的初衷。原来，她是因为周末被
妈妈关在家里写作业，心有不快，便
从英语教材里撕了一张纸下来，便往
楼下丢。
“已经六年级了，作业也比较多，
所以可能会有厌学情绪，你们也要注
意让她劳逸结合，不然逆反心理会更
严重。”周柳臻一面跟孩子妈妈叮嘱，
一面让她教育孩子，切不可因为任性，

再做出这种浪费大量警力的事。
小女孩一看警察来了，妈妈又一
再道歉，知道自己恶作剧过了头，有些
害怕，默默擦着眼泪。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排除绑
架这样的重大警情，虽然做了很多无
用功，也动用了这么多警力，但至少孩
子是安全的。我看孩子也已经知道错
了，就没有怪她，不然孩子心里容易有
阴影。”周柳臻说。 据现代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