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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省驾考收费出新规，济青C1驾照培训费上浮由20%扩大至40%

济青考驾照最高涨至4350元

适应正式考试场地要
交“租车费”、补考不过要交

“补考费”，甚至跟着驾校教
练练习路考，还要交“饭
费”。对于这些目前我省驾
驶员培训市场的乱收费情
况。1日新颁布的驾驶员培
训收费标准，对驾校的收费
范围做了明确规定。

在山东省物价局新颁
布的驾驶员培训收费标准
中，规定除国家统一规定的
培训教材可按定价另行收
取外，培训机构不得收取任
何形式的押金和其他费用。

同时，对于考试不合格
学员继续培训的，培训费按
培训学时收费标准的80%计
收；对中途退学的，应当按
照实际培训学时和相应标
准扣除培训费后如数退还。

另外，对于新旧驾驶员
培训收费标准衔接的问题，
山东省物价局表示，随着驾
驶员培训费新规的实施，驾
驶员培训机构不得对按照
原规定缴费但却未接受培
训的学员加收费用，对按原
收费规定缴费中途退学的，
退费计价也应按原收费标
准计算。

本报记者 崔滨
实习生 徐斐斐

驾考新规出台后，考试
通过率下降，加上油价上
涨，很多驾校以“成本增加”
为由提高培训费用，有驾校
C 1证培训收费最高达到
5600元。

以淄博为例，物价局指
导的C 1驾照收费价格是
3830元，这个价格包含了学
车的培训费和需要往车管
部门交的考试费用710元。
但有的驾校收到5600元，包
含的培训内容跟3000多块
钱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监管部门就表示，驾考
定价属于政府指导价，不能
随便涨价，驾校培训费超出
最高收费的标准是违规行
为，市民如果遇到这种情
况，可以向物价部门进行举
报，物价部门会严肃查处。

(宗禾)

本报济南4月1日讯 (记
者 崔滨 实习生 徐斐
斐) 本月起，济南和青岛的
市民再考C1驾照，培训费加
上考试费最高将达到4350
元。1日，山东省物价局颁布
了新的驾校收费新规。其中，
占全部培训人数80%的C1车
培训费基准价格2600元保持
不变，但扩大价格浮动幅度，
由现行上下浮动20%扩大为
30%，其中济南、青岛可向上
浮动40%。

我省现行的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收费标准，是2011
年4月发布执行的，其两年
的有效期到今年4月份就将
结束。山东省物价局人士表
示，两年间，随着市民学车
需求的显著增加和驾校汽
油、人工、场地等成本的增
加，我省驾驶员培训市场的
供需矛盾日渐突出，急需价
格杠杆调节。

新颁布的驾驶员培训收
费标准规定，C1车培训费基
准价格保持不变，继续执行
2600元/人·期。考虑到各地
市场差异，适当放宽浮动幅
度，由现行上下浮动20%扩
大为30%，其中济南、青岛市
可向上浮动40%。

济南和青岛的驾校C1车
培训费价格上浮40%后将达
到3640元/人·期，再加上考

试费用710元，市民考驾照最
高要交4350元。

山东省物价局人士表
示，由于目前我省驾驶员培
训市场，C1车的培训人数能
占到总数的80%。保持C1车
培训费基准价格不变，只扩
大浮动标准，可以最大限度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在驾考占比最大的C1车
培训之外，此次驾驶员培训
收费新规，将其他车型的培
训费标准更多地交给市场。
山东省物价局人士表示，今
后，城市公交车A3、低速载货
汽车C3、三轮汽车C4、残疾
人专用车C5及摩托车等驾驶
员培训费标准委托各市制
定，报省物价局、交通运输厅
备案。

同 时 ，适 当 放 开 特 需
培训服务收费标准，“学员
有 特 殊 培 训 需 求 的 ，比 如
单 独 约 定 学 车 时 间 、单 车
学车人数等个性化学车方
式 的 ，其 收 费 标 准 由 学 员
与培训机构根据特需服务
内容协商确定。”省物价局
人士表示。

山东省物价局同时表
示，新的驾驶员培训收费政
策自2013年4月1日起执行，
有效期至2016年3月31日，
也就是说3年内，驾校不得
擅自上涨相关培训费用。

目前，我省驾驶员培训市场仍存在乱收费、特种车辆培训资源
严重不足，以及报名学车供不应求的状况，新的驾驶员培训收费标
准能否带来改变？

近日省城市民葛女士在驾校报
名挺发愁。“跑了好几个驾校，不是
要价超过4000元就是老学员积压过
多，根本报不上名。”

省城一家驾校负责人张先生告
诉记者，“今年驾考新规的实行，驾校
必须为学员配备IC卡、教练指纹，这两
年油价、教练工资、场地租金，也是打
着滚地往上涨。考出一个学员的成本
大大超过以前，招的越多赔得越多，
当然不愿意收新学员了。”

对于这些学车成本与价格倒挂
导致的驾校积极性下降，省物价局

人士表示，通过放宽C1车型培训费
用的浮动标准，再加上把学员重修
的学时培训费用从以前的50%上调
到80%，而且还给了驾校自主与学
员协商、提供高端定制服务的权利，
这些都能够提高驾校的收入，增强
驾校培训学员的动力。

“适当提高驾校收费上浮比例，
给了驾校更大的自主定价权，可以
刺激更多的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
与驾驶员培训，能够有效增加我省
驾校培训力量。”省交通厅运管局驾
培处隋处长告诉记者。

“我连续问了四五家驾校，都不
招收大车学员了。”记者1日咨询省
城多家驾校了解到，目前B2到A1驾
驶证的大型车辆培训由于在驾考新
规实施后通过率过低而培训费无法
弥补成本，已经让不少驾校无奈放
弃了培训。

“目前大型客车的收费标准才每
个人3000块钱，收费最高的公交车也
不过一个人4000元。可这些大车的耗
油量大，需要的场地面积、配套条件也

更高，培训一个学员都不能保本，肯定
不愿意招收啊。”省城一家公交驾校的
招生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面对这一情况，省物价局人士
表示，驾驶员培训费用新规实施后，
像公交车、低速载货车等特种车型
的培训，价格制定标准将下放到地
方，由各地市物价部门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灵活制定培训标准，“可以
更有效促进特种车型培训市场回归
常态。”

“学驾照根本报不上名”
市民学车难，驾校称赔钱不愿招新学员
本报记者 崔滨 实习生 徐斐斐

措施：放宽收费标准

意义：调动驾校培训积极性

措施：下放特种车培训定价权

意义：学大车不再报考无门

重修费

按原价80%

车型 学时
基准价格

(元/人·学时)
基准价格
(元/人·期)

大型客车A1
理论：28 8

3400
操作：54 60

牵引车A2
理论：28 8

3500
操作：60 55

中型客车B1
理论：28 8

3400
操作：54 60

大型货车B2
理论：34 8

6100
操作：84 70

小型汽车C1
理论：30 8

2600
操作：48 50

小型自动挡
汽车C2

理论：30 8
2600

操作：48 50

山东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费标准

注：各市在上述基准价格上下浮动30%幅度内制定本地
收费标准;济南、青岛市可浮动40%。

物价局规定

超指导价可投诉

一考生在参加驾考科目二的考试。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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