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

几天前，市民鼓先生使用 ETC 通过高速出口时遇到一件郁闷的事，
“ 一辆无 ETC 标签的车挤在我前面，因为距离太

本市·社会

近，我的 ETC 被盗刷了。”经过投诉，速通公司客服告知鼓先生确实前车存在逃费行为。速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从技术
上来说，逃费确有一定的概率能实现，严重逃费者将被拉入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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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收费口现
“压车”
闯杆逃费

有车辆故意压车贴着后车通过 ETC 收费口
事件
过收费口时被前车蹭刷 ETC
2 月 13 日清晨 6 点多，市民鼓先生正准备开车
从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出口内侧 ETC 车道驶离，却
发生一件让他气愤的事情。
鼓先生回忆说：
“我前面有一辆京牌的大众车，
开得特别特别慢，我一直跟车在后面准备出高速。
这时候突然报警提示前车没有标签，但我已经跟得
很近了，设备就刷了我的标签。其间时间很短，然
后前车突然加速跑了，动作非常熟练，我的车则被
落下的杆子碰了一下。
”
鼓先生介绍，由于杆子落下了，自己的车无
法通过出口。后来通过人工的方式将卡拔出来，重
新刷了之后，自己才出出口，而前车早已不见踪
影。
“明明是前车盗刷我的卡，工作人员刚开始还以
为是我没刷，
真是生气。
”
事情发生后，鼓先生第一时间向首发集团速
通公司投诉，客服查询后证实是前车逃费，并表
示如果鼓先生的车辆因为落杆出现损伤，将负责
赔偿。
鼓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好在 ETC 的杆有软
性的保护，自己的车辆只有很小的擦痕，不准备追
究。
“ 但我觉得对前车应该有一定的处罚。这样的
行为对后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我急刹车，

鼓先生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当时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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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通公司：
严重逃费者将被拉入黑名单

还差点被后面的车追尾。”
此外，从费用上看，鼓先生介绍，此次自己是走
五环路上的京开高速，这段不收费，所以费用上没
受到影响，他担心如果走的是收费路段，会遇到更
多的麻烦。

两次费，
但前车却是逃费。”
这名负责人建议车辆在高速进出口跟车的时
候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能防止被前车利用，也能
保护自身的安全。事实上，尽管 ETC 栏杆有因为
逃费损坏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回应
车距过近可能出现此情况

追查
逃费将被追缴 拒缴者将列入黑名单

北青报记者致电速通公司，
工作人员介绍，
前车
没刷卡报警后刷到后车的概率确实存在，这主要因
为两辆车距离过近，被系统默认为一辆车所致。
“但
不是每辆车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只有很小的概
率，
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车主不要跟车太近。
”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车主提供车辆信息后，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查出前车是否逃费，企业可去追逃
费。同时，即使刷了后车的标签，后车的计费方式
也和正常的一样，不会把前车的费用刷到后车上，
但前车确实逃费了。
首发集团速通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北青报记
者，速通卡电子标签识别的距离是 10 米，两车间的
距离过近，后车进入 10 米范围内的话，确实存在后
车被刷的可能。
“这就和有人闯地铁闸机一样，在一
定距离范围内确实能过去。但准确地说这不是盗
刷，而是逃费，因为一次通行只会收一次费，不会收

上述负责人介绍，如果查证车辆确实存在逃费
的行为，相关工作人员会追缴，大部分车主这时候
就会配合缴费。但也有个别车主拒不缴费，他们会
被列入黑名单。目前已经有一些私家车在这个黑
名单内，
但数量很少。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相比于小客车，大货车闯
卡逃费的行为在本市更加突出。此前，首发集团八
达岭分公司稽查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闯卡
车辆主要包括出租车、旅游客车、非法运营车辆和
大货车，
其中大货车闯卡最为严重。
按照以往的运营经验，本市将推出闯卡车辆黑
名单制度，只要闯卡一次就将被纳入黑名单。进入
黑名单的车辆将被纳入重点监控对象，在高速公路
的各个口都会被追踪，事后相关违法行为会被追缴
费用并对其进行处罚。
文/本报记者 刘珜
供图/鼓先生 线索提供/朱先生

“案外人”
强占司法拍卖房被腾退
欠款人房屋被拍卖给他人 后被妻姐强占 法院强执开锁腾退

因借钱的人不还钱，债主李美（化名）向法院申
请执行，将欠款人张强（化名）的一套房屋拍卖，然
而张强妻子的姐姐李丽（化名）却住进了被拍卖的
房子，导致竞拍到房子的郭女士一直无法入住。昨
日上午，房山法院执行法官来到李丽强占的房子，
对房屋强制开锁，
实施了腾退。
据执行申请人李美称，她的丈夫患有尿毒症，
公婆为了给儿子治病将房子卖了近90万元，为了在
短期内能多赚点利息，2014年7月，李美将86.5万元
分两次借给了张强，双方约定在同年9月前张强将
钱全部归还给李美。但是，在借款到期后，张强并
没有还清欠款。
直到李美的丈夫等到了合适的肾源，需要钱进
行手术时，张强也没有还钱。李美无奈之下只能将
张强告上法庭。后经过法院调解，双方协议约定，
张强在2015年1月之前还清全部欠款，但到了约定
的时间张强仍然没有还钱。于是，李美拿着调解书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李美向法院提供了张强的房产信息，
2015年12
月，法院对该房产进行拍卖。郭女士以75.8万元竞
拍获得该房。虽然这样，仍有近10万的案款和利息
没有执行，李美的丈夫也因此错过了肾源。在将张
强的房屋拍卖之后，张强妻子的姐姐李丽却称，拍
卖的房屋属于她所有，还搬进了该房屋内，这导致
通过拍卖获得房屋所有权的郭女士一直没有办法
住进房屋。
2015年，李丽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称，张强已

法官强退房屋现场
经将该房屋卖予自己，请求法院解除执行措施。法
院经审理查明，
该房是张强2010年从燕山某公司购
买，李丽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房享有所有权
或者其他足以阻止执行标的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
2015年7月16日，
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李丽的异议。
在判决作出后，李丽仍然拒绝搬出涉案房屋，

法官决定进行强制执行。
昨日上午9点30分，房山法院执行一庭法官来
到该小区，房主郭女士已在现场等候，法官多次按
下门铃却始终无人应答。在确认房内没有人后，法
官让开锁公司的工作人员将门打开。因为房间内
很久没有人居住，房内的家具上落了厚厚的尘土，

高德称 7 名高管、
工程师跳槽嘀嘀 离职前曾大量拷贝公司商业秘密

高德诉嘀嘀不正当竞争索赔 7500 万

日前，因认为滴滴打车软件经营方北京嘀嘀无
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虚假
宣传，并伙同中智项目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及高德公
司原高级经理胡先生，拉拢公司掌握核心商业秘密
的6名员工为嘀嘀公司、小桔公司提供服务，侵犯商
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高德软件有限公司、高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起8起不正当竞争诉讼，共索
赔7500万元。目前8起案件已经由朝阳法院受理。

高德诉嘀嘀拉拢重要员工
8起案件中，
有7起源于高德软件公司高级经理胡
先生及另外6名工程师的集体离职。高德公司诉称，
其
发现胡先生从高德公司离职后，
在竞业限制期内入职
与高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嘀嘀公司。嘀嘀公司为了帮
助胡先生规避竞业限制责任，
与胡先生本人、
中智公司
共同串通将胡先生的劳动关系放在表面上与高德无直
接竞争关系的中智公司，
后又迁回嘀嘀公司。
高德公司称胡先生利用职务便利，与嘀嘀公
司、小桔公司劝诱公司另外6名高级工程师或资深
工程师在很短时间内相继离职，上述员工在高德任
职期间或离职后几乎同时开始为嘀嘀公司、小桔公
司服务，上述人员在高德工作时均属于胡先生团队

或与其有紧密业务联系的部门，是公司重要研发人
员，均掌握公司商业秘密，部分工程师在离职前还
大量拷贝了公司商业秘密，
严重损害了公司权益。

高德多名工程师跳槽嘀嘀
高德公司认为嘀嘀公司、小桔公司、中智公司、
胡先生及另外6名员工，单独或共同在明知的情况
下，诱使公司众多员工成建制地同时或相继离职并
且违反竞业限制约束为嘀嘀公司、小桔公司提供服
务，通过将劳动关系放在中智公司掩盖上述行为。
以上行为有违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致使该公
司正常经营秩序被干扰和破坏，导致其竞争优势在
短时间遭遇不正当侵蚀，侵害了公司利益和消费者
利益，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公众无法享有公平
竞争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嘀嘀公司、小桔公司伙同
中智公司、胡先生，拉拢公司另外6名掌握核心商业
秘密的员工为其提供服务的行为，侵犯了公司商业
秘密，
构成不正当竞争，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为此，高德软件公司、高德信息公司将嘀嘀公
司、小桔公司、中智公司、胡先生及另外6名前员工，
分别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辞
退上述7名员工，公开道歉，索赔经济损失和合理支

高德认为嘀嘀存虚假宣传
此外，高德公司还以虚假宣传为由，对嘀嘀公
司、小桔公司另案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高德公司
在起诉书中称，嘀嘀公司、小桔公司在公司官网、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宣传中，称其为“全球最大的一站
式多元化出行平台”
“本地O2O落地承载的最简单
方式”，称“滴滴拥有87%以上的中国专车市场份
额；99%以上的网约出租车市场份额……”高德公
司认为，嘀嘀公司、小桔公司对企业规模、市场份
额、服务提供者等使用了最高级用语和虚假数据进
行夸张和引人误解的片面宣传，对其专业水平、社
会影响力等未在科学上定论的内容作定论性宣传，
误导消费者、属于虚假宣传，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
生影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给高德造成巨大损失，
应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高德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嘀嘀公司、
小桔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赔礼道
歉，
索赔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500万元。
北京朝阳法院已正式受理这8起案件。目前，
案件均在进一步审理中。
文/本报记者 杨琳

私建路口存在安全隐患 各项技术标准都不符合 影响行车安全

道路恢复施工现场

供图/任先生

三名打猎爱好者
偷猎黑猪被刑拘

出1000万元，
7起案件共计索赔7000万元。

私建违法交叉路口 通州路政部门予以拆除
近日，有市民发现，通州张采路一处路段被人
新建了路口，可以直通村子里的几处平房，而道路
边上的边沟也被毁坏。北京青年报记者从通州公
路分局获悉，2 月 15 日，通州公路分局路政大队执
法三中队在日常巡视中发现了这个“新建路”，并在
一日内将道路恢复原状。
通州公路分局路政大队副大队长任瑞新介
绍，这个新建路口看似方便通行，其实有巨大的安
全隐患，按照公路法，属于非法增设平面交叉路口
的行为。
正常来说，新建一个路口需要满足多项技术规
范，比如应该在路口增加警示桩和交通标示。
“突然
多出的路口各项技术标准都不符合，影响行车安

二楼的储藏间里堆着些衣物等，法官打开执法记录
仪对现场进行录像，又对物品一一登记，最后将储
藏间贴上封条。
承办法官表示，因为强占房屋的李丽没有来，
所以执行时只能先将房子里面的物品暂时存放，然
后安排时间将物品搬离。 文/本报记者 李铁柱

全。同时，
骑自行车的人也容易直接掉到边沟里。
”
任瑞新说，发现违法行为后，路政大队边寻找
当事人，边联络边沟的产权单位。水务部门工作人
员赶到后，联合路政养护人员第一时间对道路和边
沟进行了恢复。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按照道路建设的相关法
律，私建路口可罚当事人五万元。路政执法人员具
有执法权，
可以据此进行行政处罚。
任瑞新告诉北青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这条新
建路口通向一个租给个人的空地，空地原来并未
通到张采路，可能是当事人为了方便私建了路口。
目前，
还在继续寻找当事人。
文/本报记者 刘珜 线索提供/张先生

射中黑猪时所用复合弓
2 月 3 日，三位“打猎”爱好者，想给家里准备点
野味，竟带上弓箭来到果园，偷猎果农散养的黑种
猪。最终，三人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依法刑
事拘留。
2 月 3 日下午 3 时许，木林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有人用弓箭偷猎果园里养的黑猪。四名值班民警
迅速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只见一头黑猪躺在地
上一动不动，民警检查后发现，黑猪前腿根部被箭
横向贯穿，
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向事主了解情况得知，这头猪价值万元，是一
头种猪，并已经怀有猪仔。附近村民在路过时，刚
好看到三名男子正将黑猪往车上拽，便通知了事
主。事主立即赶到后抓住了一人，另两人开着一辆
白色轿车逃离。
民警分析觉得，因为有同伴被困住，跑掉的两
个人一定会回来找人解决此事。天黑后，逃跑的两
名男子返回果园寻找被扣下的伙伴时，被蹲守多时
的民警抓获，
带回派出所。
经民警讯问，李某（男，43 岁，昌平人）交待，他
与李某某（男，30 岁，顺义人）、吴某（男，28 岁，顺义
人）三人是在一个微信弹弓技术交流群里认识的，
群里的人大多是玩弹弓、弓箭、钓鱼的爱好者。当
天，三人在群里相约携带两把复合弓到木林镇唐指
山水库打“野味”，但没有收获。在回去的路上看到
果园里散养的黑猪，见四下无人便打起了黑猪的主
意，李某某拿弓一箭射伤了黑猪，待黑猪倒地后将
猪装车时被人发现。
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
局依法刑事拘留，涉案的两把弓箭已被警方扣押，
案件在进一步工作中。
文/本报记者 匡小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