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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车 ofo 被指在退押金上和用户“斗智斗勇”

先遇
“押金”
变
“年卡”再遭
“退款难”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见习记者 张利瑶 文图

退款过程中的部分手机屏幕截图

多事之秋的小黄车 ofo，最近频频爆出在退押金上和用户“斗智斗勇”。
近日，有多名 ofo 用户向本报反映，ofo 的 199 元押金退款难甚至无法退
还，多次拨打客服电话均显示为“当前排队咨询人数较多，烦请等待”。而通
过 APP 找到退押金选项，多数用户在开通免密支付情况下余额显示为负，需
要至少充值 20 元方能申请退押金，并且需要等待 3 个工作日左右。

人工客服占线
在线客服无退款权限

过 50 人。等了约半小时后，依
旧如此。
辗转多次之后，贾先生通
过后台规则得知由于自己余
额为-1 元而导致无法退押金，
需要充值金额方可申请退押
金，但是平台充值金额默认充
值为“充 150 元赠送 100 元”，
最少充值金额为 20 元，待贾先
生选择 20 元充值成功后，系统
后台查询退款却显示退款异
常。
除此之外，贾先生发现账
户余额的退款流程更加繁琐，
需要用户将注册手机号、本人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及退余额
原因发送至指定邮箱，退款期

ofo 用户贾先生告诉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近期突
然想起许久未用的小黄车账
户上还有押金，想进行退还押
金申请处理。但当他提交需
求 之 后 ，却 显 示“ 余 额 为 -1
元”。钱包管理中显示，其已
开通自动支付功能，那么余额
为负的情况又是从何而来呢？
贾先生试图联系页面显
示的客服问清缘由，却发现无
法智能回复余额为负的情
况。之后他联系在线人工客
服，结果页面显示咨询排队超

需要 7 个工作日。有不少用户
表示，在被 APP“诱导”成功充
值 后 ，因 退 款 程 序 繁 琐 而 放
弃，ofo 的客服也联系不到，只
显示
“当前咨询人数较多”。
随后，贾先生通过在线客
服维权，被告知该功能无退款
权 限 。 最 终 ，客 服 告 诉 贾 先
生，其已经提交了退款申请，
异常原因并不清楚，建议等待
3 天后查看结果。

退款入口隐秘
退押金前多次“挽留”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实测发现，ofo 押金退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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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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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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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注销公告：
郑州双小桥酒业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0100MA3X5P8GXW）决定，
即
日起解散公司，
本公司已成立
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债务。
●注销公告：
安诚保险销售有限
公司河南分公司尉氏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22
3MA3X5FAA6G）经上级公司研
究决定并于2018年8月23日在
工商机关进行了注销登记，
特
此公告。

家政服务
●专业清洗保洁13663711996
●培训后保姆保洁65930584
●培训后保姆保洁13838195700

信息窗口
●鱼塘有水合作13937163371

转让
●临街洗车行转13253480777

声明
●李招将丢失郑州大学学生证，
证号:20177720828,特此声明。
●雷思佳，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
编号：
137801201206003480丢失，
声明作废。
●游继娟丢失执业药师（中药
学）证书，
编号：
0159460，
声明作废。

请入口十分隐秘，至少需要 10
次操作才能提交申请，其中的
“退押金”功能设置为底部的
灰色小字，用户往往找不到退
押金按钮。对于在支付宝端
口缴纳押金的用户则需要下
载 APP 方能找到退款选项，新
用户在缴纳押金页面则会被
默认充值至无法退还的账户
余额。
记者通过注册新用户尝
试进行“交押金”与“退押金”
的程序处理，在三次退押金过
程 中 ，有 两 次 成 功 的“ 秒 到
账”，仅有一次 12 小时未到账，
可以看来，
“ 退款异常”并不是
所 有 用 户 都 存 在 ，但 是 这 种
“秒退款”的情况只针对首次
充押金并且无使用记录的用
户。
此 外 ，在 微 博 等 社 交 平
台，许多网友对 ofo 退押金程
序也有不少吐槽。据网友描
述，在首次登陆使用 ofo 时点
击“认证”，系统自动弹出“199
元购买年卡”选项，由于和“押
金 199 元”数值等同，多位网友
默认该 199 元即为押金，但仔
细查看发现“199 元”分为两个
种类：
“199 元红包年卡免押”
（标明不可退）和“交 199 元押
金”
（红字提醒：
随时可退）。
“用车的时候很着急，尤
其是晚上，根本没时间仔细核
对两个‘199 元’的不同，感觉
自 己 被 套 路 了 。”网 友 感 慨
道。对于被诱导升级为红包
年卡而无法退还押金的情况，
ofo 平台客服的回复是“属于
客 户 操 作 失 误 ，不 予 受 理 投
诉”。对此，多数网友表示只
能继续使用，直至年卡天数用
完。
采访中，多个维权用户表

●本人张鸿业，
身份证号：
41
0305195007210017，
不慎遗
失“河南中金珠宝黄金保管

示，ofo 的线上客服功能很难
在页面上被找到。而无论是
线上客服还是电话客服，用户
在申请退款时，都有系统显示
拒绝退款年卡。
针对此情况，记者试图联
系在线客服，也遇到了“当前
排 队 咨 询 人 数 较 多 ，烦 请 等
待”的自动回复，为错开高峰
期，截至发稿前，记者再次联
系在线客服，平台回复显示，
每天只提供 7:00-21:00 时
间段的转接在线客服咨询服
务。

奶业知识
百日百题

086
问：
家里如何制作冰淇淋？
答：
食材：
蛋黄3个，
牛奶200克，
白砂糖 50 克。
奶油 300 克，
也可备少
许水果泥。
制作步骤：
（1）蛋黄加牛奶、
白砂糖打匀，
入
小锅中上火慢慢熬煮，
不要沸腾，
直
到变得很黏稠。
一定要小火慢熬；
（2）熬好后晾凉备用。
同时，
水果
去皮去核，
搅打成泥；
（3）淡奶油加入白砂糖，搅打
6-7分钟；
（4）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放入冰
箱冷冻至少 4 小时以上，
前 3 个小时
内，
可每隔半个小时搅拌一回。
冷冻
后甜度会减弱，嗜甜者可再加糖少
许。

●洛阳豫兴能源开发利用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河南省畜牧局&大河报社
奶业科普专栏

●个体营业执照经营者：
王连凯

（注册号41022260001656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

正本丢失，
声明作废

份，
均为2011年11月25日签

006527730X6，
声明作废

●安阳市纬地置业有限责任公

001544：
5万；
2011-000015

7072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

策划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12

机关将予以补发。

，
发票代码：
4100163130，
发

及委托租赁”业务协议书四
订，
合同编号为：
2011-00

43：
7万；
2011-00001545：

7万；
2011-00001541：
24万。
现声明该合同作废，
不再具

●姚雪锋郑房权字第110100
特此声明。如无异议，
发证

有任何法律效力。

●编号为G410686334,姓名为郭

人教育法律专业专科毕业证，

26日20时35分的出生医学证

司，
遗失河南陆仁房地产营销

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
票号码：
10256541，
金额：
400
00元，
特此声明。

●苌新云，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成

洋涛，
出生日期为2006年8月

证书编号：
5128752004060

明丢失作废。

0126197509185317，
不慎

●杨笑涵，
女，
铜陵学院会计学

金保管及委托租赁”，
合同金

17437丢失，
声明作废。

●张芳，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成

人教育法律专业专科毕业证，
证书编号：
5128752004060
21043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中晟运输有限公司发票
章遗失，
税号：
91410182M

A45740WX3,特此声明作废。

●肖鹏不慎遗失新乡医学院三
全学院临床医学（专升本）专

专业18届毕业生报到证丢失，
原报到证号码：
1038318Q213
50，
声明作废。

●本人王喜梅身份证号410105
195008161623不慎遗失“黄金
宝”资管业务协议书，
合同金

额101460元，
签订日期2014年

业本科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1

4月22日，
合同编号2014-000

间2009年7月1日，
声明作废。

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35051200905119208，
毕业时

03210现声明该合同作废，
不

●本人：
姚伟，
身份证号：
41
遗失合同：
河南中金珠宝“黄
额：
十万元。签定日期：
2014

年1月2日，
合同编号：
2011-

00019033。现声明该合同作

废，
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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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 50 米
路东（大学路 40 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