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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供电公司郊区客服分中心：
1 级保电确保安全本质提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张静 郭俊坡 文图

本报讯 6 月 12 日，国网洛阳供电公司
郊区客户服务分中心圆满完成东山宾馆 1
级保电任务，该公司将安全生产月活动与
六查六防治理工作相结合，提前部署排查
安全隐患，全力以赴做好保供电工作，确保
安全月活动取得实效。
据介绍，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与六查
六防治理工作相结合，安排用电检查人员
提前协助东山宾馆，对用户资产设备进行
隐患排查，全面梳理安全薄弱环节，及时消

除不安全因素。保电人员和电源应急车提
前进驻东山宾馆，对 10 千伏雀宾线、1 香
宾线、主要活动场所配电房等实施全面
“体
检”，根据保电现场涉电设备运行情况进行
研判分析，根据专项保电方案，在保电区域
内实行双电源供电策略，确保一旦保电场
所失电，马上启用备用电源，立即恢复供
电。
保电期间，在现场设立保供电临时指
挥部，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协

调、统一标准”的全面保供电体系。为确保
万无一失，还派出 8 人组成的巡视、维护队
伍，按照“一杆一人”原则不间断巡视。并
在东山宾馆配电室、500 千瓦应急电源车
配专业技术人员值守，保障在发生突发事
件情况下，反应迅速、措施有效、保障有力，
应急电源瞬时投切，确保郊区客户服务分
中心安全本质提升，实现年度安全生产目
标。
1 级保电确保安全本质提升

滴滴代驾驾车出事故，撞坏的零部件不能全换？

回应：目前正在协商处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文图

阅读提示 | 5 月 16 日晚 10 时许，洛龙区市民滑先生在西工区一酒店饭后叫了一个滴滴代驾司机。刚起步没
多久，滴滴代驾司机便因违反交通规则，与另一车辆发生事故，交警判定滑先生的车辆负全责。
“如今事情过去快 1
个月了，车辆却还在 4S 店内并未维修。
”滑先生说，希望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帮他尽快将此事做个了结。

滴滴代驾司机刚起步不久，
就发生了碰撞
滑先生说，5 月 16 日晚，他跟朋友
在西工区一酒店吃饭喝酒后，找了位等
在酒店门口的滴滴代驾司机。司机年
纪不大，
滑先生还提醒司机
“开慢点”。
汽车当晚需沿中州路往新区方向
开。
“车一开始在慢车道上，需要调个头
再走，司机打了一把方向没调成，就把
车辆斜停到在了路中间的斑马线上，等
他再次倒车回方向时，被后面一辆面包
车撞上了右后轮。”滑先生说，他下车一
看，
发现汽车的右后轮被撞掉了。
事故发生后，对方拨打了报警电
话，滴滴代驾方面也拨打了中国平安保
险公司电话报案。后经交警部门认定，
滴滴代驾所驾驶的车辆负全责。
平安保险公司对面包车进行全额
赔偿后，滑先生将自己的车辆送到 4S
店内等待维修。平安保险公司定损员
在 4S 店内对车辆进行定损，
“右后轮的
减震包有明显的缺失、右后轮传动轴上

的螺纹也有明显擦碰、车辆前保险杠也
有不到 1 厘米宽的错缝，且前保险杠内
的固定卡子也是坏的，上述几个地方都
有明显损坏”，但最终，定损员却以“不
影响使用”为由不愿做赔付。
滑先生多次联系滴滴公司客服，一

名来自洛阳雄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
黄姓负责人回复称，
“ 保险公司怎么赔
付，我们就怎么按照保险公司标准来赔
付”。由于车辆定损维修的事一直没有
谈好，
滑先生停在 4S 店的车至今未修。

一男子驾车
逼停警车
只因违停被处罚
“不服气”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石海涛

被撞坏的减震包

4S 店称“受损零件存安全隐患，
建议更换”
6 月 13 日上午，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在 4S 店，见到了被撞车辆。该
车右后轮和前保险杠已经被拆卸，右后
轮上方的车体部位也因被撞而变形。
随后，滑先生向记者展示了车辆右后轮
的传动轴，齿轮部位有明显擦痕，用手
摸上去也与其它齿轮有明显高低错位，
右后轮处的减震包也有缺失。

4S 店负责机修的工作人员说，滑
先生的车辆属于四轮驱动，右后轮的传
动轴用肉眼看上去确实有损坏，至于内
部结构是否损坏，还需要专业机构来鉴
定。
上述 4S 店工作人员说，传动轴就
是为后轮提供动力的，如果滑先生的传
动轴不更换继续使用的话，在高速旋转

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滑丝的情况，
“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建议更换传动轴”。
4S 店另一工作人员也证实，车辆
送来的时候，前保险杠确实有不到 1 厘
米宽的错缝，拆卸下来后看到里边有的
卡口都已经损坏，
“ 是不是在事故当中
造成的，
目前还不能确定”。

“不影响使用”就不定损？回应：还在协商
6 月 13 日下午，大河报·大河客户
端记者电话联系了洛阳雄文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的黄姓负责人。对方解释说，
滑先生的车辆放在 4S 店近一个月没有
维修，主要是因为维修及更换的部位没
有达成一致，车主不让修。
“我们每一单
代驾业务，都是购买有保险的，保险公
司没有认定，是因为不影响使用，可能

保险公司不对其进行赔付”。
目前，对于滑先生提出的更换减震
包、传动轴以及前保险杠的要求，6 月
13 日下午洛阳雄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会到平安保险公司，与相关
人员协商是否进行赔付的事情。
随后，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又
联系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负责滑先生

揭秘公证员在体彩大乐透开奖过程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所扮演的角色
本报讯 每个周一、周三、周六 20：30
左右，体彩大乐透都会在北京丰台体育场
进行现场开奖。看过开奖直播的彩迷会发
现开奖过程中会有 2 位公证员全程监督开
奖过程，不知道大家可否知道在 20 公里外
的国家体育总局体彩管理中心，还有 2 位
公证员也在为体彩大乐透开奖忙碌着。
在体彩开奖场地，一位公证员告诉记
者，他们除了监督摇奖过程和摇出的中奖
号码并致公证词外，在开奖前还要监督主
持人随机抽取摇奖球套数，监督工作人员
进行 2 次开奖试机等工作。在开奖结束
后，公证人员还要再次核对开奖号码球，以

保证准确性，并将正式摇奖球按顺序收回
球盒中，
上锁后装入密码柜。
在体彩中心数据处，一位公证人员介
绍说，他的工作是监督数据封存全部过程
和体彩工作人员使用封存数据独立计奖过
程。他说，数据封存、计奖关系着购彩者的
切身利益，前者保证了购彩者每一注投注
都能参与摇奖，而后者则保证了体彩大乐
透中奖结果的正确性。公信力是体彩的生
命，体彩公证员们都在全力保证整个开奖
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进行，保障广
大彩民的利益。

事故的定损员。他解释说，保险公司是
根据事故现场的碰撞力来判定对事故
中车辆造成的损失，需要承担的肯定会
承担。对于滑先生提出的三处需要更
换的地方，目前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保
险公司也在与 4S 店协商维修方案，
“该
换的会更换，
能维修的就去维修”。

本报讯 6 月 11 日上午 10 时许，洛宁交
警大队巡逻车被一辆私家车逼停，对方还
对执法人员进行谩骂。原来，司机关某将
车辆违法停在非机动车道上，民警依法对
车辆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司机关某“不服
气”，逼停警车后开始谩骂。目前，司机因
涉嫌寻衅滋事，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6 月 11 日上午 10 时许，关某将车辆违
法停放在洛宁县永宁大道一饭店门前的非
机动车道上，洛宁县交警大队巡逻人员发
现 后 ，依 法 对 该 车 辆 粘 贴 违 法 停 车 告 知
单。随后，巡逻人员驱车离开。
“车辆开出去没多久，一辆车从后边追
了过来，并将我们的巡逻车辆逼停。”巡逻
人员介绍说，他们下车后发现是刚才处理
过的违停车辆，司机一下来就对他们进行
谩骂，
并引发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
随后，关某并未意识到自己违停的错
误，反而将事发时拍摄的视频发至朋友圈，
使该视频在微信群大量转载，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目前，关某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涉嫌寻衅
滋事，
被处行政拘留五日。

失信
“黑名单”显威力
申请人激动送锦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王晓东 高飞
本报讯 老城区某电动车配件行老板
任某，申请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天津某科技公司拖欠的货款。
执行法官高飞多方联系该公司，并查
询了其所有财产线索，一无所获。遂决定
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靳某纳入全国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靳某本人限制高消
费。
近日，高法官接到该公司打来的电话，
说公司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发现该公司被

老城法院列入执行“黑名单”，导致其失去
了一个重要合作，痛失商机后，该公司才明
白了“黑名单”的威力。为了避免以后有更
大的损失，该公司将拖欠电动车配件行的
5 万余元货款悉数支付。
6 月 11 日，任某带着锦旗来到老城区人
民法院，要和执行法官合影，要把送锦旗的
照片挂在他的车行，让顾客知道老城区人
民法院真是人民的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