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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急于求成
科目二通过率降5%

2月27日，济南市车管所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去年
驾考相关数据。据通报，去年
全年历下、市中、天桥、槐荫、
历城等市内五区共有38家从
事驾驶员培训业务的驾校。
章丘、长清、济阳、商河、平阴
五个区县共有22家驾校。

根据各个驾校参与驾考
三科科目考试的总人次与通
过考试的总人次之比，计算
得出驾考考试通过率。其中
市内五区的驾考通过率为
83 . 59％，区县驾校通过率比
市区驾校高出3个百分点达
到86 . 69％。

“县市驾考通过率比市
区高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个
并不奇怪。”济南市车管所副
所长孙安吉介绍说，这主要
是因为相对于市区的学员，
县市学员时间相对宽裕，练
车时间比较充分。

按照通过率从高到低排
列，市区驾校通过率排名前
三的驾校为山东易达利驾
校、济南联众舜通驾校和济
南世纪安达驾校。县市区入
围前三的驾校有济南交校驾
校、平阴国强驾校、济南长青
三顺达驾校。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前
年，去年济南市各科驾考通
过率均有所降低，其中去年
驾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
路考以及安全文明常识考试
的平均通过率为84 . 75%，而
前 年 的 平 均 通 过 率 为
85 . 07%，下降了0 . 32个百分
点。

其中下降最为明显的是
科目二和科目三路考的通过
率，科目二从 8 1 . 2 8%降到
7 6 . 2 4%，降低5 . 0 4个百分
点；科目三路考从80 . 10%降
到76 . 17%，降低3 . 93个百分
点。

济南市车管所考试科科

长王俊刚分析，驾考通过率
减低主要原因是驾考自主预
约考试后，部分学员不顾练
习情况盲目约考所致。

“济南从去年3月份开始
实施驾照自主预约考试，一
些学员因为上学、工作、出差
等个人原因，训练时间较短
但又急于求成，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盲目预约。结果训练
水平未达到考试要求，考试
不合格造成合格率降低。”王
俊刚说。

坡道起步行驶熄火
成最易丢分原因

王俊刚介绍，从车管所
掌握的数据看，科目二考试
最易丢分的项目分别是坡道
定点停车、起步、倒车入库三
个项目，熄火是最主要的原
因。

之所以在这些项目失
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学员
训练时间较短，未能达到考
试要求。此外，很多教练员图
省事，教给学员背口诀、看后
视镜与停车线的交点、打死
方向、数圈数等死记硬背的
办法。这种简易、教条的教学
方式，造成学员只会倒固定
的某一种车库，换个车库就
不会倒，方向打多了也不会
调整。

“科目二驾驶技能训练
的目的是建立对车的长宽、
外廓等空间立体感，掌握离
合、油门的配合。”王俊刚说，
这也要求驾校改变培训方
式，增加学员练车时间，真正
掌握技能而不是单纯为了应
付驾考拿证。

科目三路考项目中最容
易失分的项目主要是行驶中
熄火、启动发动机未将挡位
置于空挡、直线行驶方向不
稳、行驶速度与挡位不匹配、
错误使用转向灯、使用转向
灯小于三秒即转向等六项。

容易失分原因一方面是
由于训练时间短，学员对车
辆的机械性能掌握不熟练，
经常造成驾驶中熄火、直线
行驶方向不稳、行驶速度与

挡位不匹配等情况。另一方
面，学员考试过度紧张是造
成启动发动机未将挡位置于
空挡、错误使用转向灯、使用
转向灯小于三秒即转向等的
原因所在。

针对学员考试时过度紧
张的情况，车管所推出了考
前心理疏导帮助学员减缓紧
张情绪，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驾考降温
驾校需提升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驾
考通过率相比前年有所降
低，参加驾考的总人数也减
少了不少，2015年济南市参
加驾考三科科目的总人次为
943900人次，2016年这个数
目就降低到859365人次，减
少了84535人次。

被邀参加发布会的几家
驾校负责人也介绍，近几年
的驾考热已经表现出降温的
迹象。

“经过这几年的时间，以
前积累下的潜在学车人群基
本上已经‘消化’得差不多
了，未来学车人群主要集中
在刚满18周岁的大学生等年
轻人，学车人数会保持相对
稳定的状态。”济南交校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中心负责人周
耀说，他相信驾培市场将迎
来一轮淘汰过程，想要生存
下去的驾校和教练员必须改
变，提供更好的服务。

交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中心经理李忠虎也介绍，目
前，他们已经开始采取不控
制教练车油量使用保证学员
充足练车时间等多项措施提
供更好服务，从去年9月开始
就推出一款手机APP软件，
学员可以通过手机自主选择
教练员。因为不适应这一变
革，有5名教练辞职离开，但
驾校方依旧坚持实行这一措
施。

联众舜通驾校负责人介
绍，从2014年底他们就推出了
学员自主预约教练，目前学员
通过微信就可以自主选择教
练、自主选择练车时间等。

自自主主预预约约后后驾驾考考成成功功率率下下降降了了
交警称盲目预约是主因，科二科三降得最多

对于众多学员来说，驾考自主预约自行决定什么时候考试绝对是
一件大大的福利。不过，福利背后也有不利影响，数据显示，济南驾考自
主预约实施以后驾考总体通过率降低了0 . 32个百分点。车管民警分析，
这跟部分考生不顾练习情况，盲目约考有关。这在科二场地考和科三路
考中表现尤其明显，相比同期降低三个百分点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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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地地网网约约车车新新政政
未未出出国国家家框框架架

27日下午，交通运输部部
长李小鹏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各地制定的网约车新
政均在国家的框架之内，“宽”

“严”不同是各地结合实际的结
果。他表示，我们鼓励因城施
策，推动改革。

这是李小鹏在去年9月初
就任交通部部长后，首次公开
亮相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他在
现场介绍了交通运输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有政协委员提到关于网约
车相关规定的问题，李小鹏表
示，去年7月国家层面出台了两
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构建了出
租车改革的顶层设计。出租车
的改革又分为两个大的部分：
一部分是传统巡游出租车的改
革，主要要求转型升级、提升服
务质量。第二大部分，就是涉及
网约车的改革，主要是对网约
车的服务和安全管理提出了要
求。

李小鹏说，这个顶层设计

的文件主要是框架性的，出租
车的管理责任主要是各级城市
政府。就需要各个城市在顶层
设计文件的指导下，制定具体
的实施细则来推动改革。到目
前为止，全国已经有66个城市
出台了细化措施，还有127个城
市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正在公
开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

李小鹏认为，无论是已经
出台的文件，还是正在征求意
见的文件，都是在国家政策的
框架范围之内，在这个框架范
围之内各城市都结合本市实
际，出台了具体的管理政策。

李小鹏说，这些政策可能
有的严格一些，有的更开放一
些，但是都是结合实际。比如
结合人口规模的实际、结合城
市发展的实际、结合道路交通
状况的实际，作出了新的规
定。我们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
地的实际情况，经过法定程
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推进
出租车行业的深化改革。

据新华社等

山山东东考考出出首首批批

3399名名网网约约车车司司机机

学员在进行应用能力实际操作考试。

本报青岛2月27日讯（记
者 赵波 通讯员 孙健
王纪延） 2月25日，青岛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组织了全市首
批网约车驾驶员考试。共有50
人参加考试，39人三项成绩全
部合格，合格率近八成。这样，
这39人就成为山东首批持证
上岗的网约车司机，首批网约
车驾驶证将在10日内发放。

“因为每次考试都分为三
部分，不仅需要监考人员，也
需要场地。为了保证考试效
果，首次考试人数不宜安排太
多，首批参加考试的只有50
人。”青岛鲁青机动车驾驶人
培训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批
学员从2月17日开始培训，利
用8天的时间完成了公共科目
28学时、区域科目32学时，共
计60个学时的培训。

考试分为公共科目理论
考试、区域科目理论考试、区
域科目应用能力实际操作考
试三个部分。考试总分1 0 0
分，80分及以上为考试合格。
其中，理论基础知识和专业
应用能力知识考试满分7 0
分；应用能力模拟急救处置

和设施设备使用考试30分。
应用能力模拟急救处置和设
施设备使用考试为现场操
作，检验司机对于电子模拟
人心肺复苏的操作和急救包
扎以及设备使用。

青岛市运管局驾培处负
责人介绍，此次参加公共科目
理论考试的学员50名中46名
学员考试合格，合格率达到
92%。随后46名学员参加了区
域科目理论考试，其中39名学
员考试合格，合格率85%。最
终39名学员参加了区域科目
应用能力实际操作考试并全
部合格，总合格率达到78%。
对于考试合格的39名学员，市
运管局将在10个工作日内向
其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成为青岛市首批持
证上岗的网约车驾驶员。

这39名驾驶员是山东省
内首批“合法”的网约车驾驶
员。青岛市运管局正在加紧对
其他考试申请人的资格条件
进行审核，安排考试计划，组
织考试力量，未来将陆续在全
市九个考点开展网约车驾驶
员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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