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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货车“另辟蹊径”当网约车载客
律师：遭遇交通事故或陷维权困境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北京

日前连日遭遇大雨， 不少市民反映

早晚高峰出行时， 打出租车或网约

车等待时间较长。 其间有网友 “另

辟蹊径”， 在一款提供运送货物名

为 “货拉拉 ” 的 APP 上打 “货

车”。

“货拉拉” 载客的消息在网上

引发争议。 争议焦点是用货车运营

载客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以及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

讲述：

司机明知无货仍载客

李先生告诉记者 ， 用 “货拉

拉 ” 打到货车是 7 月 16 日晚上 8

点左右 ， 当时他通过 “货拉拉 ”

APP 在新浪总部大厦附近预约了

一辆面包车， “从公司楼下到家”。

李先生解释， 下班时间打车的人非

常多， 在用 “货拉拉” 之前， 他尝

试用网约车软件打车， “软件显示

当前排位 177 位， 等待需要两小时

以上”。

“我想起来 ， 曾用过 ‘货拉

拉’ 软件约车搬家， 当时是不用排

队的 。 于是 ， 我就用 ‘货拉拉 ’

APP 预约了一辆面包车 ， 车型是

九座商务车。” 他回忆， 下单后很

快有司机接单， 10 分钟左右就接

到了他。 “我告诉司机我没有货，

司机也没说什么， 载上我就走了。”

李先生表示 ， 尽管相同距离

“货拉拉” 和网约车平台上的报价

差不多， 但 “面包车里比较破， 师

傅说有人用来拉鱼、 鸡鸭啊， 味道

不好闻， 坐着也不太舒适”。

探访：

司机承认曾载客

是否真如网友所说 ， “货拉

拉” 的货车也在干 “网约车” 的生

意？

近日 ， 记者通过 “货拉拉 ”

APP， 预约了一辆信息显示为 “小

面包车 ” 的货车 。 页面内容还显

示， 该车载重 800 公斤， 特殊规格

一栏标注为 “全拆座”。

下单后几秒之内 ， 有司机接

单。 页面上显示， 司机距记者 2.4

公里 。 因为堵车 ， 约 20 分钟后 ，

司机到达。

记者告知司机没有货物， 询问

能否坐车去指定地点， 司机答复称

“没问题， 到了目的地正常收费”。

7 月 17 日 ， 记者再次使用

“货拉拉” APP 预约 “小面包车”，

记者再次告知对方没有货物， 只想

当 “网约车” 用， 这名司机依然表

示可以接单。 有多名司机称， 他们

确实接到过某些单， 会显示 “没有

货物， 两个人” 之类的信息， 平台

也会派给他们。

记者了解到， 在收费上， 同等

距离 “货拉拉” 的价格与网约车叫

价差不多， 但乘车环境和安全性能

上有差别。

回应：

司机载客将被封号

7 月 16 日 ， 对有网友反映

“货拉拉” 被当做网约车使用一事，

“货拉拉” APP 发布声明称， “货

拉拉” 是一家同城货运平台， 按照

相关运输法规规定， 货运和客运分

开， “这就和客车不拉货是一个道

理， 所以我们平台的车辆是不能接

纳客运订单的 （在副驾驶位随货物

跟车除外）。”

声明还称， 货厢载人是严重违

规行为 ， 因为货厢中缺少安全措

施， 在车子行进中货厢内有危险，

很容易发生碰撞、 摔伤， 所以 “货

拉拉” 也一直严厉禁止货厢载人、

人货混装的用车方式。

7 月 17 日， 记者致电 “货拉

拉” 平台客服， 询问声明发布后，

为何仍有司机接载客订单一事。 客

服人员回复， 平台明确规定不允许

载客 ， 但目前平台没有自查的方

式 ， 只能通过用户在线举报和申

诉， “确认载客行为后， 会对涉事

司机进行封号等处理。”

律师：

乘客坐“货车”有风险

记者了解到， 目前 “货拉拉”

平台有部分如五菱宏光七座客车、

长安七座客车等车型。 记者致电北

京市交管局 12122 热线获悉， 上述

几种车型属于客车 ， 不能进行货

运。 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 “是客

车还是货车， 具体以行驶证为准。

如果使用客车用来拉货， 会根据具

体违法情况作出相应处罚。”

此外，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韩骁律师提醒， 消费者使用 “货拉

拉” 平台上的车辆当作 “网约车”

有风险， 一旦遭遇交通事故， 或陷

入维权困境。 韩骁称， 根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经营者应当保证

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可能危及

人身、 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 应

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

的警示， 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

害发生的方法。

这一法律规定要求 “货拉拉”

平台做到两点： 一是禁止平台司机

以平台名义欺骗消费者而进行载客

活动； 二是在平台上明确提醒广大

消费者 “货拉拉” 平台不允许从事

载客活动。

他表示， 如果消费者知悉 “货

拉拉” 的拉货用车性质， 依旧将其

当作网约车使用， 且平台已尽到提

醒消费者注意的义务， 一旦遭遇交

通事故， 消费者也需要承担相应责

任。

（张雅 刘珜 张香梅 向连）

电影票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律师质疑有违公平
据 《今晚报》 报道， 暑期正是

市民看电影的旺季， 但是目前的电

影票一经售出就不退不换， 让买了

票又临时有事的消费者感到有些无

奈。

电影票不能退换的规定是否合

理？ 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电影票售后不能退改

家住天津市大沽南路的郭女士

日前买了两张电影票， 打算带孩子

去看一部儿童片， 但是在电影开场

前几个小时因为临时有事， 郭女士

打算把电影票改个时间， “我记得

以前团购什么的都能退， 可是回到

买票的网上一看， 别说退了， 连改

时间都不行， 两张电影票 60 多元

就这么浪费了。”

其实像郭女士这样， 买完电影

票后临时有事去不了的不在少数，

但是想退改电影票 ， 却没那么容

易。

记者联系位于天津河西区的一

家影院， 售票人员表示不光是在网

上买票现在不能退改， 即使是在电

影院买的票， 也不能退改。

记者又搜索目前市民常用的几

家电影票购票平台看到， 不论是团

购网站还是票务网站， 只要想买电

影票， 都要先选定电影场次及座位

后， 才能继续付费购票。 付费时在

金额旁边会有 “不可退、 不可改”

的字样。

消费者建议收退改费

天津市一位电影院工作人员对

记者坦言， 现在消费者在网上买电

影票的同时都会把座位选好， 而消

费者一旦选好座位， 电影院就无法

继续出售， 如果消费者在电影开场

前退票， 也影响了二次销售， 所以

目前电影票售出一律不能退改。

对于电影院的规定， 有消费者

提出了不同意见， 记者在采访中有

市民表示， 电影票一律不能退改，

是影院方缺乏服务意识， 哪怕是收

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也比一经售

出概不退换更具人性化。

还有消费者称， 连飞机票、 火

车票都能退改 ， 为什么电影票不

行， 不能因为电影票价格不高， 就

不顾及消费者的权利。

律师称违反公平原则

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冯莉

律师认为， 影院不能退改票的行为

已违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

于禁止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 借助

技术手段进行强制交易的条款。

首先， 从目前影城的售票模式

及消费群体看， 大多数消费者均为

年轻人， 从各种网络购票平台上购买

居多。

消保法第 25 条明确规定了经营

者采用网络方式销售商品的， 消费者

享有七日内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

其次， 虽然影城在网络售票中预

先注明 “不可退 ” “不可改 ” 等字

样， 但该内容属于影城在经营活动中

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 未与消

费者协商的格式条款。 该内容排除、

限制了消费者权利， 违反了公平合理

的消费原则。 在排除权利滥用的前提

下，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应适用消

保法的相关规定 ， 享有退改票的权

利。

（郑妍）

离职竟要公摊公司房租
律师：属变相克扣工资
据 《成都商报》 报道， 员工离

职本应结清工资， 然而在成都工作

的张小慧 （化名） 离职时， 竟被要

求支付一笔包括房租水电费在内的

公摊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投诉：

离职竟欠公司钱

今年 4 月， 在朋友介绍下， 张

小慧来到一家贷款公司———四川众

易汇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众易汇公

司） 上班。 每天在公司里给潜在客

户打电话， 每月工资底薪 2000 元，

根据贷款收取的佣金计算提成， 提

成为佣金的 15%。

张小慧记得入职时， 签了两份

入职合同， 但公司没有将其中一份

给到她手里。

6 月底， 张小慧由于个人原因

离职。 7 月 16 日， 公司给她发了 6

月份的工资 1300 余元， 张小慧觉

得这个数额有问题， 便询问了公司

财务， 却被告知她入职第 3 个月开

始计公摊， 需要交 2000 元， 目前

还欠公司公摊 500 元。

财务说公摊就是公司的费用开

支， 比如电话资源、 房租、 水电、

渠道费等， 反正公司对外发生的费

用都要由员工分摊。

张小慧说道 ， 多名同事告诉

她， 几乎都是离职时才知道要交公

摊费 ， 有 700 元左右的 ， 还有

1200 元的， 各不相同 。 至于公摊

费如何计算， 为什么要员工负担，

张小慧也并不清楚。

张小慧记得自己在 6 月份有一

笔 1500 元的佣金， 按照提成 15%，

那她应该拿到 225 元提成。

但张小慧向记者展示了与财务

的聊天截图， 对方却表示： “6 月

你收了 1500 元回来 ， 没有提成 ！

原因是第三个月开始计公摊， 你有

2000 （元） 的公摊， 所以还欠公摊

500 （元）。”

张小慧再次询问同事得知， 每

个员工每月要交 2000 元公摊费 ，

从收到的佣金中抵扣。

回应：

公摊费只从业绩中扣

7 月 17 日晚上 ， 张小慧在微

信上问公司财务， 自己入职时为何

没有人告诉她要收公摊费。 对方回

复称 ： “入职都会培训 ， 每个主

管、 每个人都知道， 你不知道？”

7 月 18 日上午 ， 记者来到众

易汇公司， 该公司人事主管李女士

告诉记者， 在员工面试时， 公司已

经说清楚薪资的构成方式， 如果不

能接受， 那可以不做这份工作。

至于公摊费 ， 李女士表示 ：

“我们这个行业都有。” 后又改口，

“应该是都收吧 ， 我也不是很清

楚。” 记者询问， 公摊费是否如员

工所讲每个月收取 2000 元， 从员

工 业 绩 里 扣 除 。 李 女 士 回 答 ，

“对。 公摊费不从底薪里扣， 只从

业绩里扣， 如果没有业绩就不扣公

摊费， 也不会累计。”

记者要求查看其口中写明收取

公摊费的合同时， 遭到对方拒绝。

律师：

收公摊费属克扣工资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冬

平： “上述公司收取的公摊费属于

克扣工资行为， 没有法律依据， 甚

至可以认为所谓公摊费， 就是公司

随便找了个名目来克扣员工工资。

因此， 员工有权利要求公司补齐。

根据我国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

者工资。 涉事员工可以向劳动监察

大队投诉或者直接去劳动仲裁委申

请仲裁， 要求公司补发工资。”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

刚： “公司对于管理员工的制度政

策， 可以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进行

约定， 前提必须符合相应程序， 包

括经过民主讨论程序通过、 公示、

组织员工学习或签字等， 而且必须

是合理合法的规章制度。 而上述情

况中， 要求员工承担公司的营运开

支， 我认为这不符合情理， 也没有

相应的法律支撑， 是违法的。

公司主要承担的是责任， 提供

用工场地， 支付租金、 水电气等开

销， 与员工签合同、 办理社保等，

而劳动者主要提供的是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 让员工承担公司对外开

支， 既不符合法律， 也不符合基本

的公序良俗原则。”

如果公司确实在劳动合同中写

明 “收取公摊费” 的相关内容， 是

否可以免除责任？

对此郭刚表示， “我们所说的

约定大于法定， 是指法律没有规定

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 可以依照

双方约定， 但此事件中， 公司的营

运开支不应转嫁到员工身上， 除非

这些员工是股东。 因此， 即便在合

同中如此约定， 那该合同条款也是

无效的。”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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