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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相斗，你可坐收渔翁之利——

免费坐的士上班，就这么简单
■资讯

全球最薄手机 ELIFE S5.5
仅售 2299 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用这款手
机照相不仅能满足全身自拍，还会更显瘦。”2 月 19
日，在全球最薄手机金立 ELIFE S 系列首款旗舰机
S5.5上市的新闻发布会上，金立集团总裁卢伟冰透
露了这一自拍爱好者钟爱的手机功能，并表示其将
于 3 月 15 日在京东商城和金立官网预售。　

ELIFE S5.5 机身厚度仅为 5.55mm，刷新了vivo 
X3 保持的 5.75mm 厚度，成为目前为止全球最薄的
智能手机。而且，它的外观设计能够满足“外貌协
会成员”的需要。棱角十足但绝不霸气外露，正面
看不到金立的品牌 LOGO，整洁干净。5 英寸 1920
×1080 分 辨率的屏幕，材质为 SUPER AMOLED，
厚度仅为 1mm，并且采用了第三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理论上不但耐磨，而且显示效果和饱和度应该有着
不错的表现。　

ELIFE S5.5 配置了 500W 像素的全 球首款 95
度广角前置摄像头，可以捕捉到更宽的画幅，不仅
能满足全身自拍，还会更显瘦，击中自拍爱好者的
心理。后置摄像头则采用了1300W 像素的索尼摄像
头，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摄影需求。

蓝、粉、黑、白、紫 5 款色彩能够满足大多数
消费者的选择，而顶着全球最薄的名头，其售价仅
2299 元也让人大感实惠。

太平洋寿险新推
“东方红保险理财计划”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严柏洪）2 月 9 日，
太平洋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在长沙举行“‘东方红’
CEO 财富年会暨太平洋保险新产品发布会”，推出
的“东方红保险理财计划”，将充分利用全面深化
改革和上海自贸区等诸多契机，与客户一起共享改
革红利。

据悉，“东方红保险理财计划”分为针对少儿客
户的“东方红·少年智保险理财计划”和针对成人
客户的“东方红·老来福保险理财计划”，是一款
为客户提供从教育金到养老金的全生命周期覆盖的
保险理财产品。保障计划集分红险的规划性和万能
险的灵活性于一体，为客户捕捉未来投资机会，锁
定一个更好的未来。

新华保险
连续 6 年稳居湖南市场第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何珊）据湖南保监
局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 底，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南市场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42.59
亿元，同比增长 15.99%， 市场份额 13.21%，连续
6 年稳居湖南寿险市场第二位置，公司在业务发展、
队伍建设、基础管理、合规经营、客户服务等方面
均取得了优异成绩。与此同时，新华保险总公司也
传来最新消息，公司 2013 年全年累计原保险保费
收入为 1036.4 亿元，年度保费首次突破 1000 亿元
大关。

你的银行账户可以自动理财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近日，记者

从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了解到，该行近期发行了一
款“自动理财帐户”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6.20% 左右。

该理财产品为人民币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
品，募集的全部资金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委
托信托公司、基金公司、券商等有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投资，配置资产的范围为该行已运作过的投资领
域，包括同业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
在有可靠安全保障措施的前提下亦可配置债券型
基金或基金专户，还可投资于类固定收益型信托计
划、优先级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等。

“自动理财账户”投资起点为 10 万元，投资期
限大多为三个月左右。该产品具有资金进出灵活，
投资方便的特点，即“一次签约、自动投资”，客户
只需在网点签约自动理财账户业务，每次扣款前银
行通过短信确认是否参与扣款，客户通过短信确认
即可完成交易。目前，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建行各网点“秒杀”认购。

“我还听说有人通过打车软件赚钱了。
长沙打的起步价是 6 元，嘀嘀打车补贴是
12 元，如果实际行程费用只有 6 元，而乘
客在支付时却付了 12 元，对乘客而言依然
是免费，的士司机就多赚了 6 元。这时，乘
客就可以与司机分钱了。如果同时用两个打
的软件进行支付，打一趟的话，乘客和司机
可以各赚 9 元多钱。”刘小姐透露。湖南今
日蓉园出租车公司的的士司机董立宇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也听同行说过此类事
情，但自己还没有遇到过。而这种现象，在
其它城市也曾有媒体报道过。

“我现在通过打的软件都已经下了 23
单了，通过这个软件，打车更容易了。”刘
小姐表示，长沙打的通常不容易，有一次，
她跟一个女孩同时在一处的士很少的地方等
的，那个女孩的位置还在前面，但一辆的士
来了后，却最终主动找上了刘小姐。原来，
的士司机是抢了刘小姐通过嘀嘀打车软件下
的单才来的。“我现在打车都先用手机下单，
然后等有司机接单后，再下楼，再也不用在
路边招手拦车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补贴，而且打的更方
便，目前在长沙，就有一些人不再在寒冷的
早晨苦等公交车，甚至一些有车的人也把车
停在自家车库暂停使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假如告诉你一个方
法，在长沙、株洲、湘潭，
及至北京、上海等全国
近百家大城市打的出门，
不但能省钱，甚至动点
脑筋还能够赚钱，你信
不信？

目前，在长沙生活
的刘小姐就有了这样的
经历。免费打的士上班，
甚至还赚钱？你困惑了
吧？怎么回事呢？可以
告诉你，你也可以做到
的。

据嘀嘀打车官方网站显示，目
前 其 支 持 全 国 97 个 城 市， 其 中，
包括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和岳
阳等地。而快的打车则声称支持全
国 40 个主要城市，其中包括湖南
的长沙、郴州等地。

但是业务开展得越广，嘀嘀
打车和快的打车两家公司的支出就
越大。日前，两家公司对外宣称补
贴已经达 19 亿，甚至，有传言称，
两家公司用来补贴的钱即将用完，
此后将可能不再补贴。因此，套用
一句广告词来说：“欲打的从速！”

或许，有读者对于微信和支付
宝一起花约二十个亿来给出租车司
机和乘客埋单的事情有所不解，业
内人士却早已看透。“微信和支付
宝当然也不是‘活雷锋’，他们是
为了抢夺移动支付的用户，让大家
绑定银行卡。”业内人士刘兴亮认
为，互联网产品向来的规则都是先
培育用户，然后再慢慢琢磨盈利模
式。到目前为止，打车软件的盈利
模式并不清晰。“历来的经验告诉
我们，只要有了用户，有了忠实的
用户，就有了一切。”

每天上下班打的不花钱
“我原来每天上下班，要花掉的士费 20

元，现在这笔费用省了。” 2 月 25 日，家住
长沙马王堆的刘小姐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就是每天用手机通过打车软件下单打
的就省了。”原来，目前，在长沙通过打的
软件下单，嘀嘀打车软件每单最少补贴乘客
12 元，快的打车软件每单补贴乘客 13 元，
而站在这两家打车软件后面出钱埋单的，分
别是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的微信和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支付宝。

刘小姐发现，通过打车软件，一次行
程可以享受两次省钱的机会。“我有一次出
门办事，通过嘀嘀打车上了一辆的士后，司
机问我是否装了快的打车。得知我没有后，
建议我下载。然后，我在车上通过快的软件
再下一次单，这个司机立马接单。这趟行程
车费 20 元，如果只有嘀嘀打车的补贴，我
还要出 8 元，通过这样操作，打的快车又补
贴了我 13 元，结果我一分钱都没出。”

马化腾和马云通过嘀嘀打车和快的打
车两款软件出台补贴的“鹬蚌相争”，最终
让乘客们“渔翁得利”。

而且，刘小姐发现，通过嘀嘀打车成
功后，首次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还能再减 10
元。快的打车的新浪官方微博则公开表示：
用支付宝成功付打车费满 5 次可以得到淘宝
天猫退货保障卡一张（退货包邮），而且，
每天还有 15000 个免单大奖。

打一趟的还赚 9 元？

远线路打车这样省钱
“用手机打的软件下单，下一

个单也就省十多元。如果打的行程
远，路费超过 50 元，有办法完全
免费吗？”针对长沙网友的这点疑
问，网上也有高手晒出省钱攻略。

网友“小竹子的领地”在微博
上诉说起他同事的牛逼打车经历，
看了后，大家估计都会震惊。“有
一同事从（上海）市中心去浦东机
场，正常大约 160 元，用打车软件
与司机联合，分了 6 次操作。最后
他自己付了大约 40 元，然后发票
加起来照样可以原价报销，当然时
间成本忽略不计。”

原来，当前乘客使用嘀嘀打车
并选择微信支付，每单可随机减 12
元、15 元， 或 20 元， 每 天 3 次；

使用快的打车用支付宝支付，每单
减免 13 元，每天 2 次。也就是说，
一部手机一天大约可以操作 5 次、
免费 60 元以上。如果有两部手机
的话，一天就可以操作 10 次，省
钱 120 元以上。

的士司机董立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乘客如果真要这么做，
也许可行，只是，上车后下的单不
会都是第一单的司机接收到，到时，
乘客可能就需要下车换车前行了。”

而且，快的打车对于司机与乘
客的合谋行为也出台了规定，如有
刷单、指定叫车、车上发单，乘客、
司机将被限制，情节严重者永久冻
结账号。

的士司机：每月至少多赚 2000 多元
其实，面对微信和支付宝推动

的这项打车补贴大战，高兴的除了
乘客，也乐坏了长沙的的士司机。

湖南今日蓉园出租车公司的的
士司机董立宇在 2 月 10 日成为了
微信嘀嘀打车的注册用户。“我现
在每天都会跑 10 个嘀嘀打车软件
上的单，因为这相当于赚两份钱，
当然不想错过。” 董立宇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用嘀嘀打车软件，
每天前 5 个单补贴 5 元 / 次，后 5
个单补贴 10 元 / 次，这样每天可以
多赚 75 元，一个月下来可以多赚
2000 多元。“我还打算安装支付宝
支持的快的打车软件，因为我这台
车的白班司机就装了，一天同样有
10 单补贴，每单补贴近 10 元。”

正因为这一份不少的补贴，董

立宇也并不讳言自己对于下单的
乘客由以前倾向于远途而转变为短
途，“反正是按照单数奖励的，同
样的行驶时间，我干嘛不多拉几个
短途乘客，不但省油，而且可以避
免远途空车返回的风险。”

广州的一位的士司机则透露，
他现在基本不在路上载客了，全天
盯着手机抢单。按照嘀嘀打车和快
的打车规则，每个账号每天只有 10
个订单可以获得奖励。但他有三部
手机，每部手机分别安装有嘀嘀打
车和快的打车，也就是说每天每
部手机有 20 个订单可以拿到奖励，
那么三部手机就有 60 个订单可以
拿到奖励。这就意味着，每天仅从
快的打车和嘀嘀打车两家公司获得
的额外奖励就约有 600 元。

支付宝和微信是“活雷锋”？

天上掉馅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