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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沙发、椅
子、海绵垫沙发翻新 13617839721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5977438968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函授大专/本科 在职学历提升
文凭国家承认 [你放心] 学信网可查 教育部电子注册
学习时间地点 [你决定] 快乐学习 工作学习两不误
紧缺热门专业 [你任选] 名师汇集 获得证书有保障

地址：市叠彩路 6 号机关大院桂林生活网憎 18378328563 赵老师

广西成人高考桂林报考中心

品牌推荐

[业务办理]

噪正文每行 30 元(14 个字以内)，标题每行 50 元(10 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 1 . 2×4cm 80 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 20 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 1 . 2×4cm 120 元

彩色版 每格 2 . 4×4cm 290 元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8977366228 15877012039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桂林兴源热能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启事
我公司是集中供热股份制企业，工作地点苏桥。根据发展需要，

现向社会招聘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干事(对办公室工作有一定管理
经验)及供热管道维护人员(对压力容器有一定的现场技术处理能
力)共 4 名。要求 22-45 岁以下，有事业心和责任感，薪酬面议。

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9 月 20 日 联系电话：0773-8658789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2868837康美大厦一楼门面出售

面积 137m2。13707730731

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177351555兴隆电动卷闸门

移机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维修 13152599266

家电·家具维修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2000 元/4 个月享(初/高中)五科教学辅导
桂林三元网络辅导学校让您足不出户享

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五门学科面对面教学辅导

了解详情，请登录：http：//a p p l y. gu i l i n l i f e . c om /s a n y u a n

咨询电话：2236072 (唐) 2289510 (张)

场地招租
位于桂林市七星区施家园

路口 38-48 号三楼 350m2 办公场
地、地下室 700m2 专用停车场分
别招租，已简装，设施齐备。

联系电话：15677076665

甜蜜
婚介会员 3000 名，选择面
广、成功率高，真诚为您打

造幸福伴侣憎 13617831045 吴姐

房 产 信 息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店
设备、礼品等 15807733846

卷闸门·电动门

兴达卷闸门厂制作维修电动卷
闸门 13557565179

兴林卷闸门 13978367918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原桂林汽车总站临中山路大门面
及内部候车室夜市招租！有意电联

商铺招租 17777349522

16 年装修 43 间房
电话：13977314191 小盛

高铁站八里街宾馆转让

借 贷 担 保
贷款咨询

房产贷、垫资解押贷等、正规办理
憎 15878391830 13707736991

租 转 信 息

桂林市电大招生
电大开放教育属国民教育，教育
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无
需参加成人高考，学习方式灵
活，实行学分制，随到随学。本
科，专科、金融、法学、会计学、工
商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汉
语言文学等专业同时招生，简章
备索。咨询电话：18007886122

18077333736 18078322809

招 生 培 训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6363783

好心灵
家 政保姆 清洁 18877326633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电钻孔北门 2239832 象山 3812798疏通

低价疏通抽粪象山 3855678 瓦窑 3855678
北门 2803999 七星 5828111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清池改道象山 3846758 七星 3633324
高压清洗北门 2617455 秀峰 2311078疏通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婚介·婚庆·鲜花

噪相亲相爱婚介公司 13788574045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吉庆搬家 3870707 态度好
效率高，市县乡往来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福达搬家150 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 3820890 北 2602277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 3859153
东 5830023 北 2167706

搬家·搬厂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厨厕外墙
楼顶防水桂林防水补漏 2820386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招 聘 广 场

正宗棉纺厂В月饼厂价
招商/团购 13367530910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860392

蚂蚁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提供纸箱3699611

网友吐槽 ofo充退押金“变年卡”
退押金前遭到 7次“挽留”

近日，有多名网友反映称，在使用 ofo小黄车 APP时，充值押金
或者退押金的时候被诱导消费，或是充押金的时候变成年卡用户，或是
在退押金的时候被升级成年卡。
ofo相关负责人员回应称，充押金可以直接选择充值押金不购买年

卡；退 ofo押金可以直接退款。

最近网上出现多名网友投诉
称，使用 ofo小黄车的 APP软件
时，在充值押金或者退押金的时
候，被“诱导”办理了红包年卡。
用户何女士对记者称，她此前

参加过免押金活动，但 9月 6日打
算骑车的时候，发现软件界面提示
免押活动已经结束，需要交纳押金。
因为赶时间，何女士点击了“去交押
金”按钮，但她称却在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变成了购买年卡，花费 119
元。“点击充押金就跳出了 119 元
的支付界面，没看到有其他选项。”
何女士的截图显示，她的红包年卡
有效期为一年，但 APP内还有提醒
称她未交纳押金。
与何女士有着同样遭遇的房先

生投诉称， 7 日和同事出门吃饭
时打算骑车，所以下载了 APP注
册，打算临时用一下，在软件内提
示交押金后，房先生点击了交押金
按钮。午饭过后，他打算退回押
金，但却发现押金中写的是“企业
用户免押”，询问客服后得知他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年卡。“出
于对 ofo的信任才会注册，但竟然
进行误导消费。”
除了充值押金变成了办理年卡

以外，记者注意到，还有人是在退
押金的时候被“升级”成了年卡，
导致退押金困难。
7 日，记者下载 ofo 软件进

行测试发现，进入页面后， APP
内提示需要交纳押金，点进去后页
面上方显示有一种“ 99元红包年
卡免押”的选项，下方白色较窄的
选项是正常的交 99元押金，这个
选项中才有注明“随时可退”，而
两个选项均为 99元。
在退押金时，记者注意到，退

款前的“挽留”提醒多达 7 次，
例如出现过“邀您免押骑行”“送
你 5 元用车余额”“退押金后将
无法使用优惠”等，且“退押金”
字样字号小，在页面下方，和“留
下来”的字样对比可看到，“退押
金”颜色浅，稍不留意可能会错误
选择。

记者了解到， ofo小黄车近日推
出了押金购买年卡的活动。用 99元押
金可以购买小黄车一年的年卡。用户
在刚给小黄车充押金时，可以选择充
99元押金，再交车费骑行；也可以
选择交99元，然后免押金骑行一年。
同样，在退费时，也可以直接退掉押
金或者参加不退押金购买99元的年
卡。
近日，一些用户质疑在充值或退

还 ofo小黄车押金时，被误导进入押
金买年卡页面，最后误买价值 99元的
年卡。

对此， ofo相关负责人员介绍，
充押金可以直接选择充值押金不购买
年卡；退 ofo押金可以直接退款。用
户反映的押金买年卡实际为一个活
动，用押金购买一年的年卡，一年内
可以免押金骑行，选择进入活动页面
后如果不想购买也可以退出。“这只
是一个活动，用户可以参加也可以不
参加，并不存在误导消费的情况。在
实际支付前，用户也有多次机会退
出。” ofo相关负责人员介绍，活动
界面近日一直也未改变， ofo一直确
保用户押金可退。

法律人士认为， ofo在交退押金
页面跳出的红包年卡充值，其实就相
当于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一个红包年卡
充值格式条款， ofo应尽到提示、说
明的义务，而 ofo采用让用户误以为
可以免押金或退押金的方式误导用户
同意该条款，用户可能根本不知道形
成了红包年卡充值的合同关系。因
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法律
规定，在发生争议时，该格式条款应
以用户这一弱势方的理解予以解释，
应为无效。既为无效， ofo获取用户
的充值资金无法律依据，应予以退

还。
同时，单车押金属于物权法所规

定的“动产质权”，用户可以自由退
还。如果在退款过程中出现异常，或
超过 7个工作日仍未收到退款，第一
步可以拨打客服电话，或通过 APP
反映情况。如超过 15日还未处理，
可以提供手机支付记录等相关凭证向
平台所在地的工商部门投诉，或拨打
12315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寻求
帮助。

据《北京青年报》

事件 充退押金被“诱导”办理年卡

说法 误导充值红包年卡应认定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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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ofo称实际支付前可退出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