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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记
者 张泰来） 18日起，济南
公交专用道优化提升政策就
要实施。济南市的私家车可以
在右转时借用公交专用道右
转。右转车辆从哪里进入公交
车道？借道时遇前方公交车怎
么办？16日，济南交警支队交
通处副处长王锋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权威解答。

一种情况是在未设置右
转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右转
机动车进入公交车道应从设
置借道标志、文字标示的黄色
网状线区域进入公交专用道
借道通行。也就是说，右转车
辆应在黄网线进入公交车道，

不能提前，否则就可能因为非
法占用公交车道被处罚。

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入公
交车道的右转车遇直行的公
交车在路口停车等候信号，黄
网线与公交车之间还有一段
距离，借道的社会车辆完全可
以通过黄网线驶入公交专用
道，在公交车辆后方排队等候
右转。

另一种情况是在设置右
转车道的交叉路口，右转弯
机动车应通过黄色网状线区
域穿越公交专用道进入右转
车道通行。也就是说，在这种
情况下，右转车辆只能穿越
公交车道继续进入右转车道

前行至路口右转，而不能在
公交车道右转。需要注意的
是右转车辆在穿越公交专用
道时不能影响公交车辆通
行。公交车辆不得在黄色网
状线区域停车。

沿街单位车辆借道公交
车道右转又该如何走呢？王锋
表示，由沿街单位出入口右转
进入道路的机动车，同样应通
过黄色网状线区域穿越公交
专用道进入机动车道行驶。同
样不能提前进入，也不得影响
公交车正常通行。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利
用率低，此次有7条道路上的
公交专用道允许社会车辆在

平峰时期通行，（早高峰：7 :
00-9:00；晚高峰：17:00-19:
00；平峰是除早晚高峰以外
的时间）。这7条道路为九曲
庄路、阳光新路、凤凰路、历
山北路、济齐路、威海路、齐
州路。也就是说从18日起，社
会车辆在交通平峰可以在这
些道路的公交车专用道通
行，但禁止社会车辆借道公
交专用道左转。

此外，烟台路、淄博路、二
环南路、二环东路燕山立交以
南等4条BRT公交专用道，全
天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但到路
口时只允许直行，禁止左转、
右转。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客管中心
计价器开始调整
8543辆车预计10天调完

16日上午9点多，尽管天气
有些冷，但是公交恒通出租车
公司大院内却很是热闹。记者
了解到，上月16日，济南发布了
出租车调价的通知，经过一个
月的公示，12月16日济南正式
开始执行新的计价标准。记者
在现场看到，出租车司机把自
己的计价器取下来之后交给质
检人员，质检人员把特制的卡
插到计价器中，连上电源后调
整就完成了。

“我们盼了很长时间，说实
在话，调价后对出租车生意还
是有好处的。”上午来公司调表
的韩师傅说。记者注意到，调整
计价器很方便，整个过程用时
不到两分钟。截止到11点多，记
者从恒通出租车公司一分公司
了解到，该分公司下属的180余
辆车调整完了160余辆，进展十
分迅速。

目前济南市区内共有8543
辆出租车，不可能一天调整完
毕。据了解，在16日当天，三和、
越驰以及强生等出租车公司同
时进行了调整。按照工作进度，
接下来，润华、黄金以及通达等
出租车公司也将进行调表，一
直持续到本月25日左右。

12月16日下午，记者从济
南市客管中心获悉，全市八千
余辆出租车将分批次进行调
表，全部调完需要10天左右。

按照济南市物价局发布
的调价通知，本次调价通知
有效期至2022年12月15日，
为期五年。同时，出租汽车未
调整计价器前，仍按照原运
价标准执行。在这1 0天左右
的调表期内，出租车运价将
双轨并行。

记者实测
8 . 7公里比调表前
多花了近9元

11月16日，济南市物价局
发布了《关于调整规范巡游客
运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在起
步价不变的情况下，对回空费、
低速运行费计费结构进行了完
善和调整。

其中，回空收费6公里（不
含6公里）至20公里（含20公里）
部分加收50%基本租价；20公
里（不含20公里）至35公里（含
35公里）部分加收100%基本租
价；35公里（不含35公里）至100
公里（含100公里）部分加收
150%基本租价；100公里以上
部分加收175%基本租价。

除了调整回空费，低速费也
进行了调整。普通车型和礼宾车
型根据乘客要求停车等候或由
于道路等客观条件限制致使营
运速度低于12公里/小时开始计
时收费，前5分钟每分钟加收0.4

元，5分钟后每分钟加收0.5元。
出租车调表之后，市民打

车同样的距离要多花多少钱
呢？12月16日，记者搭乘了一辆
刚刚调整完计价器的出租车，
专门测算了从汽车厂东路到泺
源大街与历山路交叉口的出租
车费用情况。

记者10:33从汽车厂东路
出发，中间经过北园大街以及
历山路，达到泺源大街与历山
路交叉口西南角的时间是11:
21，共计48分钟。里程共计8 . 7
公里，花费共计34 . 5元，其中等
候时间为30 . 16分钟。

如果按照原来的标准执行，
8 . 7公里等候30 . 16分钟费用计
算结果如下：前三公里起步价为
9元，3—6公里部分为4 .5元，6—
8 .7公里部分为6 .075元，等候费
为6元，运费加等候费为25 . 575
元，四舍五入为26元。

也就是说，如果是同样的
路程，在同样拥堵的情况下，出
租车调表后记者多花了将近9
块钱，这相当于目前济南出租

车的起步价。

出租车司机
每个活能多挣两三块
等候费起了作用

从2015年开始，网约车、共
享单车等新生事物出现后，省城
出租汽车司机收入呈现下降趋
势。济南市物价局收费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据统计，济南出租车
驾驶员2010-2017年上半年，“日
均营运额（毛收入）”增长远低于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

其间，虽然出租车运价曾
略有调整，但出租车日均营运
毛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自
2015年后收入大幅下降。其中
2017年上半年，单车日均营运
额为392元，较2014年日均最高
时的488元下降96元，下降幅度
达到19 . 67%。

按照记者的采访，目前不少
的哥日均营业额为300多元，除
去每月4000元左右的份子钱以

及每天将近百元的“气钱”，每月
到手仅三四千元，适当调整运价
也成了出租车行业的呼声。

调表首日，出租车驾驶员收
入有何变化？12月16日下午4点
半，三和出租车公司驾驶员黄师
傅对记者说，按照当天的体验，
每个活能多挣两三块钱，主要是
等候费起了作用，这样一天能够
多收入二十元左右。

本次调价主要针对的是等
候费，目前济南早高峰7:30至
9:00，晚高峰17:00至19点之
间，多数乘客路上近半时间在
堵车。而且由于堵车，市区驾驶
员一般一个高峰期只能拉二至
三个活。

“现在驾驶员早晚高峰不愿
意去市区就是因为太堵了，拥堵
费提高有利于鼓励高峰期出车
到市区，方便市民打车。”的哥姜
师傅说。

物价局
近程不堵车
花费不会陡增

拥堵费、回空费调整后，市
民打车会不会显著提高？11月
16日，济南市物价局曾经作出
回应，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由
于与之前价格相比，20公里以
内的里程，乘客的费用支出（不
考虑低速运行情况）没有变化。

按照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
据，济南出租车平均每载客乘次
低速运行时间为7分钟，高峰时
段8分钟。以拥堵累计时间8分钟
为例，较之前收费标准相比会增
加1 . 90元。但济南市物价局认
为，这方面价格提高会增加高峰
时段拥堵路段的出租车供给。

2017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
显示，济南市出租车平均每个
载客乘次行驶里程中，8公里以
内的占70%，20公里以内的占
96%。仅就回空费一项而言，绝
大多数乘客并没有多支出。

而对于较长距离出行的乘
客来说，车费确实会增加。以济
南火车站或济南西客站到遥墙
机场为例，最快捷路线的行驶里
程分别为37公里和46公里，较之
前费用分别增加了14 . 25元和
27.75元。

此外，调整回空费标准，也
将会有效抑制较远距离不打表
收费的违规行为，更好地维护
乘客权益。也是据此原因，济南
市物价局认为，本次调整的两
部分运价对绝大多数乘客的总
体支出影响很小。

私家车走公交车道出细则了

借借道道右右转转，，须须从从黄黄网网线线驶驶入入

““以以后后高高峰峰期期也也敢敢出出来来拉拉活活了了””
济南出租车开始调表，驾驶员每个活能多挣两三块

12月16日，济南出租车正
式开始调整计价器，回空费、低
速费调整终于尘埃落定。记者
从济南客管中心获悉，全市
8543辆出租车将分批次调整，
大约需要10天调完。调价期间，
原标准和新标准并行不冲突。
记者实测，拥堵半小时将多花
一个起步价的钱。出租车驾驶
员则表示，以后不用再担心拥
堵了，可以放心地拉活了。

出出租租车车回回空空费费低低速速费费调调整整方方案案
一、回空费
将原6公里以上加收50%车公里运价的回

空费，调整为按阶梯计费的方式收费，执行以
下标准：

6公里（不含6公里）至20公里（含20公里）
部分加收50%车公里运价；

20公里（不含20公里）至35公里（含35公
里）部分加收100%车公里运价；

35公里（不含35公里）至100公里（含100公
里）部分加收150%车公里运价；

100公里以上部分加收175%车公里运价。
二、等候费
根据乘客要求停车等候或由于道路等客

观条件限制，致使营运速度低于12公里/小时
开始计时收费，前5分钟每分钟加收0 . 40元,5分
钟后每分钟加收0 . 50元。

葛相关链接

16日，恒通出租车公司驾驶员开始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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