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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求助： 可否“邮寄儿童”
记者探访，乘飞机需提前3天申请；坐客车买全票；坐火车无此业务
武汉晚报讯 （记者戴旻阳）4日，81岁
的市民黄先生拨打本报热线求助：武汉有
没有
“
邮寄儿童”服务。 记者探访得知，目
前，铁路部门暂不提供“邮寄儿童”服务，
多家大型航空公司、长途客运站则可提供
该服务，受托人需填写本人、对接人联系
电话等信息，费用一般是全票价格。 律师
提醒，
“
邮寄儿童”一定要注意运输公司的
相关资质，尽可能确保儿童人身安全。
祖籍河北邢台的黄先生介绍， 他的
子女都在老家工作。 大约一个月前，10岁
的重孙子放暑假， 由朋友顺路从河北送
到武汉玩，现在子女突然通知：孩子要在
8月中旬之前赶回河北邢台准备开学事
宜。 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不便，加上时间紧
迫，他赶紧拨打了铁路系统的咨询热线，
想申请“邮寄儿童”业务，被告知暂无相
关业务，便打来本报热线求助。
记者采访多家大型航空公司及市内
长途客运站，可提供“邮寄儿童”服务不
在少数。
南航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邮
寄儿童” 是航空公司专为年满5周岁、但
未满12周岁单独乘坐飞机的儿童提供的

一项服务。 记者从武汉宏基汽车客运站
了解到， 该站从2007年10月1日起推出
邮寄儿童服务。 家长如果有意向申请相
关服务，需填写申请表格，一般要求被托
运人在7岁以上。 武汉傅家坡汽车客运站
工作人员称，该站2010年也推出了“邮寄
儿童”服务，寒暑假期间为服务高峰期。
据悉，如需申请长途客车站的“邮寄
儿童”服务，家长可提前到车站总服务台
领取申请表格， 将儿童所要到达的目的
地、接站人的姓名、电话以及受托人和儿
童的详细资料填写在申请表上。 儿童购
票后，车站将对儿童候车、乘车进行全程
服务。
目前，宏基汽车客运站、傅家坡汽车
客运站的“邮寄儿童”服务需收取全票价
格。
各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
务在申请细节上有所区别。 费用方面，部
分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邮寄儿童”不收
取额外费用，国际航班要求购买成人票。
而部分航空公司针对家长提出“需工作
人员全程陪伴”或特殊航线需求时，需另
外收取服务费。

【 链接 】

这些“
邮寄儿童”经验可借鉴
记者检索发现， 青岛长途汽车站
开展“邮寄儿童”业务时，为方便照顾
孩子， 车站工作人员在孩子的车票上
将加盖“爱心邮寄”的印章以示提醒。
同时， 办理人在提供接站人身份证号
码时，还需设置一个六位数的密码，当
汽车到站后驾驶员或者乘务员只有在

接站人身份证号码和密码都回答正确
的情况下，才能把孩子交给对方。
厦门航空推出的无人陪儿童特色
服务，通过微信，实时推送乘机各环节
的照片，让家长对小孩乘机情况“实时
可视化”。
（记者戴旻阳）

律师提醒：“
邮寄儿童”须注意三方面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张国振律师称，
“
邮寄儿童”是一种
人性化的新型服务，从法律层面讲既是
一种运输合同关系，也是一种委托监护
关系。 但是，由于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
律法规进行规制，小孩又关系到一个家
庭，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市民在选择“邮寄儿童”，应
注意三点： 一是注意运输公司的相关
资质， 选择具备较高可信度的运输公

司； 二是注意在填写登记表的过程中
仔细核对相关信息，保证准确无误；三
是保存好相关凭据， 了解车辆运行和
儿童交接的相关情况。
同时，提供运输服务的相关单位，
也要注意核对监护人及接站人的有效
证件， 验证相关人员与孩子的关系证
明，详细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在运输
过程中派专人细致照看， 降低风险。
（记者戴旻阳）

高铁民航私家车分流

上半年全省公路
客运量降6.8%

汉江水位
退到亲水平台
8月9日， 在汉阳晴川
桥下， 一位女士推着童车
在汉江亲水平台上散步，
享受清凉的江水。
受近期高温及长江水
位下降影响，当天，汉江水
位开始降至亲水平台。
记者金思柳 摄影报道

借款8000元到手只有3800元

女子借贷逾期1小时就被催款员堵门
武汉晚报讯 （记者刘智宇 通讯员
杨槐柳 刘桑萍） 女子找借贷公司借了
8000元， 到手仅3800元， 逾期仅1个小
时，4名催款员就到单位门口催款， 更要
求退还本息、逾期费15747元。 9日，记者
获悉， 洪山警方打掉上述以小额贷为幌
子专门敲诈勒索的公司。

逾期1小时就被堵在单位门口
利利（化名）是一名外地女青年，今
年3月初，一名网上中介告诉她，“叼叼分
期”借贷不需要任何抵押和担保，签完合
同现场立即放贷，操作规范。
利利信以为真，3月3日来到公司现
场签了一个8000元的借贷合同，规定一
年还清， 还款方式为第一个月每天中午
12点之前还66元，第二个月开始每月还
857元，总共还款是11407元。 现场，扣除
中介费、 场地费等， 利利到手的只有
3800元。 从3月4日至3月13日，利利每天
中午12点之前还66元，3月14日，因为上
午满课，手机没电关机，导致下午1点多

才转账。没想到，3个小时后，“叼叼分期”
的4名催款员到单位门口催款。利利只好
跟着催款员来到“叼叼公司”。 团伙头目
程某黑着脸声称：“你逾期了， 现在必须
退还全款！ ”最终，利利在3天内、分两次
还了16000元钱，此事才算了结。

内被认定违约。
一个团伙成员交代， 逾不逾期都是
公司说了算，逾期其实就是一个催款、追
款的借口。

团伙交代：逾不逾期我们说了算

头目程某交代， 去年他从别处寻到
这个“快致富项目”，打的是小额贷业务
的幌子。公司有专门的负责接待客户的，
也有负责催收款的。
团伙成员交代，公司只给1000元底
薪，“下户”和催款另有收入。公司将摸清
借款人准确的家庭住址叫“下户”，“下
户”一次就发500元。
民警提示，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
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不要为追求不
合理的高消费， 不轻信不法人员精心编
造的谎言，万一遇到此类事件及时报警，
以确保安全。
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强制
措施。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团伙藏匿在街
道口群光上苑，他们对外称自己是“叼叼
分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月22日，经过精心布控，在确认参
与作案人员全部到位了，民警进入室内，
将头目程某、成员黄某、张某、陈某某、彭
某某、何某某抓获归案。
调查中，一名受害人反映，他趁手头
方便，提前一天将后一天的66元还了，居
然也被认定为违约。 还有一名受害人被
找的违约理由更奇怪， 明明没有其他借
贷行为的他被指“在其他公司贷款”。 到
警方端掉团伙时， 开张不到20天的公
司， 做成了3笔，3个当事人全部在10日

摸清借款人住址奖励500元

武汉晚报讯 （记者张全录 通
讯员方庆）8月9日， 记者从全省交
通运输半年形势分析会上了解到，
上半年，全省共完成公路、水路固
定资产投资519亿元， 稳居中部第
一、全国第五。 受高铁、民航、私家
车的分流影响，全省公路客运量同
比下降6.8%，但受电商快递等新经
济的利好影响，公路货运量同比上
涨14.5%。 另外，水上旅游的持续走
热，铁水联运新模式的出现，让水
路客运量、水路集装箱运输量持续
增长。
受高铁、民航、私家车、网约车
分流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全省完
成公路客运量为4.3亿人次，同比下
降6.8%。 记者获得的数据表明，去
年上半年全省完成公路客运量4.37
亿人次，下半年是4.3亿人次。
但随着经济形势稳中向好，电
商快递等新经济、 新动能蓬勃兴
起，公路货运实现稳定增长。 上半
年， 全省完成公路货运量为7.5亿
吨，同比增长14.5%。 受本地水上旅
游业的升温和拉动，省内大湖大川
的水上旅游线路不断增多，水路客
运量也持续增长。 上半年，全省完
成水路客运量为297万人， 同比增
长6.2%。
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日益严
格，我省一大批临江化工企业被关
停，一大批非法码头被取缔，矿石、
煤炭等货运量下滑明显。 上半年，
全省共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6001
万吨，同比减少10.5%。
与此同时，受全省外贸同比增
长9.2%以及多条铁水联运、江海直
达航线开通， 集装箱运输逆势上
扬、持续增长。 上半年，全省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90.9万标箱， 同比增长
13%。 目前，可同时装载1140个标
准集装箱的江海直达集装箱船舶
已经开工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