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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楼广场周边

一到节假日

黑出租到处是

18日，记者来到花园路洪楼广场
对面的站牌附近。在花园路与洪家楼
南路路口的中国邮政门前，停了好几
辆面包车，其中一辆车后备箱开着，
车后排座位已经拆掉。附近摊主说，
这些车都是黑出租。

在10路公交车停靠的洪家楼站
牌处，记者看到，一黑出租司机正在
劝说两名学生坐车。两名学生告诉记
者，他们要去山东协和学院，正等公
交车，“他说拉我们去协和，每人10
元，而坐1 0路公交车，每人只需一
元。”

两名学生坦言，以前也坐过黑出
租。“公交车要50分钟，坐黑出租也就
半小时。”一学生说，洪家楼站牌附近
每天都有黑出租，花园路与洪家楼南
路路口最多，没有公交车时一个人要
20元。

“英才、现代，10元，上车走了
啊。”在加气站附近站牌处，一名男子
正在吆喝。

“周围十辆面包车至少七辆黑出
租，周末时得有二三十辆。”附近一店
主告诉记者，乘客主要以现代、英才、
铁职的学生为主。“今天黑车不算很
多，可能因为下雨，出来的学生少。”
店主说，这些面包车一般能拉七八个
人，但司机往往要装上十几个人，“五
一、十一的时候，黑车都满了，路边停
得到处都是，撵都撵不走。”

记者观察发现，从花园路与洪家
楼南路交叉口往东，到建设银行门
前，道路南侧多个站牌处，均有等待

拉客的黑出租，有的车上已经坐了好
几名乘客。

长途汽车总站

价格随口喊

缠着乘客不让走

18日中午12时左右，济南长途汽车
总站北区出站口，十几名私家车主围
坐在一起等候从出站口出来的乘客。
一对母女刚出来，几名司机就围了上
去，几经讲价，一名开黑色桑塔纳轿
车的司机“赢得”了这两名乘客。

记者刚一走近，一司机就询问记
者是否要打车，当记者说要到泺源大
街附近时，司机称最低50元，如果想
在单位报销，可以开收据。记者以价
格太高拒绝后，这名司机马上降到了
40元，并称下雨天都是这个价。

该司机刚走，又一名司机凑了过
来，要价35元。见记者不为所动，这名
司机开始打起了感情牌，这名司机追
着记者走出近50米，见记者态度坚
决，只好放弃。

记者从北区出站口，向北走了
200多米，粗略数了一下，路上停了约
30余辆私家车。一位在此摆摊的市民
介绍，这些私家车大部分是“黑出
租”，他们之间有协议，谁来得早谁的
车就停在前面。一般拿行李比较多、
神情比较着急的市民，是他们主要的
围堵对象。

大学生小吕刚从一辆银灰色奇瑞
轿车上下来，他告诉记者，他刚从火车
站打了一辆私家车过来，急着转汽车回
家。小吕说，由于下雨，路上出租车比较
难打，为了赶时间，只能“求助”于黑出
租。虽然司机收了他10元钱有点贵，但
好在赶上了发往家乡的汽车。

邢村立交桥

七辆黑出租

“霸占”公交车道

“老师，去哪里？送送吧，上车
就走。”18日上午，记者一到邢村立
交桥附近的公交站点，就有黑出租

司机热情打招呼。在此处的公交站
点处，有7辆黑出租排成一排，其中
4辆是小摩的，3辆私家车。

记者观察了一个多小时，发现
黑 出 租 不 仅 仅 停 在 公 交 站 点 的 7
辆。在菜市场附近还停着四五辆，
每当公交站点的黑出租拉着乘客
离开后，就有新的车辆填上空缺。

由于黑出租车停靠，附近公交

车站牌前被堵得严严实实，1 1 5
路、3 0 6路、3 1 1路等公交车经过
时，不得不停在这些车辆外面。上
下 公 交 车 的 乘 客 都 得 绕 过 黑 出
租。

黑出租占据公交车道，看起来
非常不方便，可在此等车的人都已
习惯了。山东英才学校的林莉说，

“好几年了吧，一直这样。”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赶往
章丘，小宋在邢村立交桥附近等
301路公交车，20多分钟过去了，
还 是 没 见 公 交 车 的 影 子 。“ 别 等
了，这车至少半小时一趟，10块钱
去章丘，我送你。”在一位黑出租
司机的一再劝说下，小宋上了车。
过了没多久，这辆7座的面包车拉
了10个人后离开了。

30余辆黑出租“潜伏”
不少地方“黑车”扎堆，七座车竟然塞进十几人
本报记者 李飞 李娜 实习生 张涛

汽车总站出口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李

飞) 针对省城黑出租乱象，19
日，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济南
市公安局启动非法营运专项整
治行动，当天，执法人员共查获
三辆黑出租和一辆异地营运的
长清出租车。执法人员表示，即
日起至10月份将定期治理黑出
租，维护客运市场秩序。

19日上午，交通运输局联
合公安局出动近50人的联合
执法队伍，在天桥西侧天成路
辅道上，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
还没走到跟前，一名站在面包
车外的男子迅速跳上车，一溜
烟跑了。随后，又有一辆黑色
轿车迅速溜走。“很多黑车司
机把车停在这里，然后去火车
站揽客。”

在济南火车东站，一辆涉
嫌非法营运的面包车被查获。
车内5名乘客承认他们要去飞
机场，共付给司机120元钱。11

时45分，又一辆小轿车被查，
两名去济南火车站的乘客下
了车，执法人员还在车内查出
了一沓定额发票。

14时，执法人员兵分三路前
往洪楼广场、燕山立交桥和全福
立交桥，途中，一辆涉嫌异地营
运的长清牌照出租车被查获。在
洪楼广场附近，一辆正在营运的
面包车被执法人员抓了个正着，
车内共载有8名学生。

据介绍，对于查获的黑出
租，除了暂扣车辆外，还将给
予车主5千到3万元的行政罚
款，对于查获的套牌车辆和逾
期未接受处理的非法营运车
辆，将由市政府统一组织公开
销毁。据悉，“打黑”行动将一
直持续到10月底，重点整治汽
车站、火车站、飞机场、燕山立
交桥、全福立交桥、洪楼广场、
市立五院等反映突出的非法
营运车辆聚集区。

黑出租检查查出执法难题，
据介绍，即使执法人员将黑车抓
了现行，在取证时，由于很多乘
客不配合。“明明就是黑车，但没
有证据，没法处罚。”

19日，执法人员在火车
站、长途汽车总站、火车东站、
洪楼广场等多个黑车聚集区
打击黑出租，仅查获3辆黑出
租和1辆异地营运出租车。对
此，客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一个地方查获一辆黑出
租，其他黑出租很快就知道
了，很难再有收获。

在洪楼广场附近，一辆面

包车上已经坐了六七名学生，
看到执法车后，车主赶紧让学
生下车，关上车门，一副若无
其事的样子。另外一辆面包车
周围也站着几名学生，司机
称，“我就是将车停在这儿，啥
事也没干。”随后上车离开。

“这些都是黑出租，但抓
不住现行，司机不承认，我们
也没办法。”其中最让执法人
员头疼的是乘客不配合。当
天，执法人员查获的多辆黑出
租中，乘客都不怎么配合，执
法人员一遍遍地做工作，才有
部分乘客承认了乘车的事实。

交通局、公安局启动非法营运专项整治

一天查扣三辆黑出租

不少乘客不配合，执法人员取证遇阻

查处黑出租遭遇执法难
本报记者 李飞

市场有需求

黑车难根除
发展公交优化线路才治本

本报记者 李飞

黑出租在省城存在已久，为何屡
禁不止？“黑出租”泛滥的背后，是社
会需求的存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执
法人员也表示，因为黑出租有市场需
求，导致“打黑”难治本。

据悉，本次多部门联合“打黑”行
动，重点区域在汽车站、火车站、飞机
场、燕山立交桥、全福立交桥、洪楼广
场、市立五院、千佛山、十六里河、大
型住宅小区、旅游集散地、济南东部
大学城以及城乡接合部。而这些地
方，也是黑出租最为集中的地方。

以洪楼广场附近为例，在这个地
方坐黑出租的乘客大部分是往历城方
向的，尤其是以英才学院、现代职业学
院、协和学院等学校的学生为主。“公交
车大都是3字开头的，这些车发车时间
太慢，乘客等不及才选择黑出租。”一名
在公交站牌等车的学生说。

而在一些新建小区附近，由于交
通不便，也给黑出租有了可乘之机。“黑
出租的存在，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人的
需求。”19日，一名执法人员也向记者表
示，因为有需求，黑出租很难根除。

“如何治本，应该是加大公交发
展力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交通线路，
在节假日加密公交班次等，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上述人员表示，很多人明
知道黑车不安全还坐，其实也是无奈
之举，“如果公交车方便，肯定不会选
择又贵又不安全的黑出租”。

19日，执法人员在火车东站附近查扣了一辆非法载客的灰色捷达车。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黑出租已成为城

市顽疾，济南市交通

运输局、公安局、工商

局、城管执法局四部

门联合下文，将联合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打

击非法营运专项整治

行动。整治之前，本报

记者兵分多路，对市

民反映强烈的黑出租

集中点进行了探访。

18日，洪楼广场对面
站牌处，黑出租正在揽客。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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