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当“车东”
担心还不少

一种
模式

“你的车平时开这么少，想像我一样当车东吗？”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一位朋友这一问让记者非常疑惑。原
来，他注册了最近新兴起的PP租车网，以自家私家车闲置时间出租的模式来与租车人分享私人用车，当起了

“车东”。据悉，国内租车新模式PP租车目前已正式进军三亚、海口。
那么，PP租车这种新模式怎样操作？车辆安全如何保障？发生事故责任怎分？是否涉及非法营运？有车

一族反映如何？南国都市报记者针对读者关心的问题采访了有关部门。 □南国都市报记者利声富

PP 租车进
军海口三亚，交通
部门称实质上是
私家车非法营运

一场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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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发帖：
海师教授学术论文作假

10月28日，网友“追忆尘涯”发
帖称：“学术论文还可以这样发表？
海南师范大学某教授学术论文作假
与原论文相似度竟达到90%！”经查
询，网友“追忆尘涯”在10月28日刚
注册的账号，心情一栏注明：关注少
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学者。

在该网帖中，该网友所指作假的
论文《塔吉克族13~17岁女生身体形
态的测量与研究》，2007年12月发表
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该论文作者为海南师范大学的郝文
亭、张雅、梁剑明。该论文与新疆师
范大学古丽帕丽·阿不都拉2003年8
月发表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的《新疆
塔吉克族13-17岁中学生三项身体
形态指标现状分析》一文相似。

随后，记者也下载了上述两篇论
文，进行仔细比对，发现两篇文章的
结构、数据表和大部分段落都一致，
其中郝文亭等作者发表的论文研究
的女生身体形态，而古丽帕丽·阿不
都拉研究的是男女生身体形态。

教授回应：
论文来自同一研究成果

10月30日下午，南国都市报记
者到海南师范大学采访时，郝文亭正
在给学生们上篮球课。郝文亭说，

“我主持一起做的课题，该课题有研
究成果专著一部，论文8篇，两篇论文
来自同一研究成果。”郝文亭说，1998
年，他已被评为正教授，也是新疆师
范大学体育系理论教研室主任，当时
他申报的《新疆各民族学生体质健康
现状与改善对策的研究》课题获得立
项后；1999年，该教研室的5、6个成
员和也加入进来，其中就包括教研室
成员张雅玲和古丽帕丽·阿不都拉。

在郝文亭的主持下，历时2年，他
们一起走访了新疆喀什等多个地区的
学校，对新疆汉族、维吾尔族、塔吉克
族、柯尔克孜族等的中学生的体测数
据，进就行了抽样调查分析和研究。

此外，郝文亭还翻出了当年他们
到新疆各地调查时的老照片，以及学
校为他们开的证明。当时，郝文亭是
主持人，张雅玲为第二主持人，古丽
帕丽·阿不都拉为形态指标测试组组
长。

张雅玲是郝文亭的同事，也是他
的妻子。2008年8月，郝文亭和妻子
张雅玲作为海南引进人才，调到海南
师范大学任教。“我把课题研究的调
查资料和著作光盘都带上了，要不然
真的说不清了。”郝文亭说，他们的
《新疆各民族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和改
善对策的研究》研究课题于2000年6
月结题，通过专家评审，教育部体艺
卫司和中央教科所认为，取得较好研
究成果，对民族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

的对策有参考价值，该课题成果被评
选为“九五”学校体育卫生科研二等
奖。

“我只想让成果公之于众，给体
育老师一些教学参考，她发表时我不
知道。”郝文亭说，古丽帕丽·阿不都
拉老师发表论文时，并没有告知他，
也没有署他和其他课题研究者的名
字，而他则以为该研究成果没有发
表，于是就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
表了，直到最近两三天，学校里传言
说“我学术论文造假，还告到了学校
领导那里”，才知道论文发表重了，这
是别有用心者想挑起矛盾。

古丽帕丽·阿不都拉：
一起做的课题不是抄袭

10月30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
了新疆师范大学古丽帕丽·阿不都拉
教授。

当她得知，郝文亭教授被指“抄
袭”她2003年发表的论文时，她显得
十分惊奇，“不会的，不会的，他以前
是我的领导，我们关系很好的，是好
朋友，只是他们去海南后，我们已经
好久没联系了。”

古丽帕丽·阿不都拉说，“当时我
们一起做的课题，郝教授是主持人，
我发表我的，他发表他的，这应该没
什么问题吧。”

对于郝文亭被网友指责论文作
假一事，古丽帕丽·阿不都拉感到不

解，她说，“我在南疆地区下乡，信号
不好，等我回去了给郝教授打个电话
问一下，他也没给我说这事。同时也
感谢网友关心我们的工作，希望记者
给网友们解释一下，这不牵涉到抄
袭，时间长了，都忘了（这论文的事），
希望他在海南不要受到啥影响。”

记者也电话联系上了新疆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肖开提，他是该
课题专题研究分析组组长。肖开提
说，“当时郝文亭是组长，他带队。当
时塔吉克族学生的普通话不好，我和
古丽帕丽·阿不都拉老师就当翻译。”
肖开提说，郝教授搞科研非常严谨，
有时一个数据他要核实好几遍。

律师说法：
没有著作权纠纷澄清就行

“同一研究成果，不同的署名，能
否两次刊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副主编王学振表示，目前的学术论文
发表，都会经过一个检测软件，如果
来稿论文与其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出
现30%及以上的重合率，编辑将进行
人工判断，是否是引用部分的重合，
即论文引用同一论据，如果不是的
话，将不会刊发此论文。

对此问题，海南广哲律师事务所
陈律师表示，首先要确定是否为共同
研究成果，如果确定双方都是著作权
人，且相互不侵犯著作权，双方之间
也没有纠纷，那问题澄清了就行。

10月28日，一位网
友发帖称“海南师范大学
某教授学术论文作假，与
原论文相似度竟达到
90%！”该网帖发出后引
起了轩然大波，截止 10
月31日下午，点击量达
17208次，网友都是一边
倒的指责声。经仔细比
对，被指作假的论文确实
与原论文相似，两篇论文
中的4个数据分析表和大
部分段落都一致。

南国都市报记者多方
采访了两篇论文的第一作
者以及课题研究参与者获
悉，10多年前，他们都
是新疆师范大学教师，当
时在现海师教授郝文亭的
主持下，一起做过《新疆
各民族学生体质健康现状
与改善对策的研究》 课
题，以上两篇论文均出自
该研究成果。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洪
旭

目前，汽车已走入寻常百姓家。
但对于上班一族而言，平时除了上下
班时间外，很少用到车。据了解，在有
车一族中，平均每辆车每天的驾驶时
间不超过2个小时。因此，有的私家
车一年所开的里程还不到一万公里，
其背后凸显着巨大的资源浪费。于
是，PP租车这种新模式应运而生。据
了解，PP租车最早是2012年在新加
坡上线，2013年8月开始入驻北京，
2014年6月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深
圳三地上线。2014年10月起，正式
进军三亚、海口。

所谓PP租车模式，就是企业在车
主和租客间建立平台，车主可在车辆
闲置时通过该平台将车租给有租车需
求的人，以车养车。这是一个P2P的
租车平台（网页和移动APP），车主或
有租车需求的用户以会员身份注册会
员。这样有闲置车源的车主可以把自
己的车辆信息放在PP租车平台上，出
租其空闲时段从而获得额外收入，而
想要租车的租客则可以根据位置信息
查找附近车辆，有价格合意款型称心
的车便可通过PP租车平台联系车主，
支付相应款项后即可取车。

租车怎么操作？
手机或网络完成租和还

那么，PP租车怎样操作呢？据

PP租车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PP租
车可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平台完成。

首先，私家车主要在PP平台上发
布自己车辆的信息和闲置时间，想租
客的人，通过PP平台联系车主，进行
租车交易。与普通汽车租赁相比，选
择PP租车模式，租赁汽车可省去到传
统汽车租赁公司门店办理繁琐的手
续，想租车的顾客只要下载一款
APP，登记注册并通过平台审核后就
可在附近租到满意的车辆。

根据提示，南国都市报记者下载
一款APP后。打开软件后，各种品牌
的私家车信息按距离排序，每辆车包
含照片、型号、日租金、交车地点、交车
方式等，有的还标明汽车的排量、新
旧、里程数、可载人数等信息。

完成身份证和驾驶证确认后，便
通过审查。填写取车还车时间，选择
油费计算方式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息，
支付1000元车辆押金和500元违章
押金后，就得到车主的联系方式。打
通电话后，车主让记者到他所住地方
取车。

收益怎么分配？
车主租客协商，公司提佣金

那么，PP租车价格怎么定？公司
与私家车主间的利益又如何分配？

浏览几家PP租车平台后，南国都

市报记者发现，同样品牌的汽车，由于
新旧情况不同，租赁价格也不同。但与
传统租赁公司价格相比，PP租车平台上
的价格要低得多，有的甚至低于三四
成。在其中一家PP租车公司平台上，
一辆宝马X1的日租金才200元左右，
且车主表示，如果连续租几天以上，价
格还可适当优惠。另一家PP租车平台
上，一辆现代朗动租金为220元/天，一
辆奥迪A4价格为300元/天。许多PP
租车公司表示，租车价格并没有统一标
准，全由车主与租客协调。

由于PP租车公司与车主、租客间
并没有面对面完成交易，一切全通过
网络完成。他们间的利益又如何分
配？据了解，完成租车手续后，租金是
通过网上支付。所以，租车公司会从
租金中抽取10%-30%作为佣金。

车辆安全咋保障？
注册会员后会安装智能盒

最让车主担心的是，私家车出租
后车辆安全问题。万一租车人将车抵
押或者卖掉，损失就惨重了。

针对车主们的疑惑，记者发现，所
有PP租车公司都表示，他们车上安装
包含定位系统，行车记录仪的智能盒，
车主能实时监控到车辆的行驶路线。
如果租客擅自驶出约定范围，或车辆
行驶出现异常，车主和平台就会收到

提醒，必要时可以报警。
“虽然安装了智能盒，但如果租车

者将其拆除，就监测不到行车路径
了。”确实，车主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而且，此前在重庆等地也曾发生过类
似问题。当南国都市报记者就此问题
采访一些PP租车公司负责人时，他们
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表示他们会尽
量避免类似事情发生。

出事故责任怎划分？
租客不能有酒驾等前科

万一租赁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办？
据一家PP租车公司一位负责人

介绍，车主们的担心可以理解，但不用
担心。因为他们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确
保车主利益受损。首先，PP租车实行
严格的会员准入机制。每一位租客提
交身份证和驾驶证信息后，他们会查
询租客的信息是否通过公安部身份信
息系统实名认证，驾驶证信息是否真
实。同时，考取驾照不足一年，一年内
驾驶证被扣9分以上者不准租车。此
外，近3年中没有酒后驾驶、危险驾驶
的前科等。

万一发生事故怎么办？据了解，
租客租车时，要再买一份商业保险。
保险范围包含车辆损伤、盗抢、造成第
三者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玻璃单独
破碎等。万一发生事故，交警部门认

定是租客方的责任，维修费由保险赔
付。如出现违章罚单，将从租客的押
金中扣除，罚分自负。

虽然有保险公司赔付，但由于私
家车不是营运车辆，细微事故可通过
商业保险解决，但万一是重大交通事
故，租客无力承担后，责任就转嫁到车
主身上。因此，此类租车风险不小。

是否涉及非法营运？
实质上是私家车非法营运

私家车是非营运车辆，通过PP租
车算不算非法营运？

南国都市报记者走访三亚交警、
交通部门后，相关人士均认为，PP租
车这一新模式由于租车平台没有得到
经营许可，且逃避税费。与传统汽车
租赁公司相比，PP租车实质上是PP
租车平台和私家车主未按规定备案车
辆，在没有取得合法营运资质情况下，
以提供便利租车服务为名从事非法营
运活动，属于非法营运范围。

据了解，前不久，北京市已经叫停
此类租车。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
理局下发的《关于严禁汽车租赁企业
为非法营运提供便利的通知》明确表
示，私家车不得从事汽车租赁经营，汽
车租赁经营者必须自行配备车辆；汽
车租赁服务不得配备司机，不能提供
代驾，避免与客运经营混淆。

海师教授回应学术论文造假——

一起做的课题何来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