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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热点

潍坊市客运出租行业起步，
在发展初期存在很大弊端，比如
经营行为不稳定，经营权私下炒
卖等。

开始整顿规范，个体经营退
出出租车经营舞台。出租车的运
力总量颇具规模，车辆档次不断
提高，经营行为渐趋规范，服务质
量和保障能力日益提升，已成为
潍坊市道路旅客运输的重要组成
部分。

潍坊城区全面清理三轮车，
同时建立了打击非法营运长效机
制。

对城区客运出租车实行了车
身颜色、专用号牌、打印式计价
器、顶灯、运价、门徽、座套等“七
统一”，使车辆外观明显改善，车
辆档次明显提升。

潍坊市根据国家政策，对客
运出租车减免了运输管理费和客
运基金，对养路费实行一年一交，
每年减免两个月。2005年下半年
起对到期报废车辆统一更新为北
京现代伊兰特，提高了出租车档
次。

开始，根据油价不断上涨的
实际情况，潍坊市对出租车发放
燃油补贴。

费改税，彻底取消了交通规
费。

每车发放7577元。建立油运
价联动机制，经市物价局核准出
租车每1个乘次加收1元燃油补
贴。

潍坊城区所有蓝色出租车彻
底退出市场，全部更新为黄绿相
间的伊兰特轿车，市民乘车舒适
度也随之提高。

潍坊作为15家全国出租汽车
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城市之
一，推出出租车电召服务，市民拨
打叫车热线即可打上车。

收入基本固定 成本一直在涨 的哥多有抱怨

““再再不不调调价价，，我我们们真真干干不不下下去去了了””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丛书莹）

“再不调价，我们真干不下去了。每
天起早贪黑地干，一个月挣不了多
少钱。”干了10年出租车司机的王先
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现在出
租车司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2000多
元。

王先生说，他记得潍坊的出租车
是在2004年改色改表，5元起步价，加
一元燃油费。但是2005年天然气是1 .2
元一方，汽油是1 .8元每升，除去成本，
还有赚头，所以大家都没意见。但是
现在天然气和汽油一直在涨，天然气
现在是4 .3元一方，汽油是7 .5元每升。
油和气涨了3倍多。5元的起步价对于
现在成本来说，太少了。

王先生说，每天拉客的收入基本
上固定，一天大概挣300元，去掉气、维

修费、保险，每天能剩100元，这样算一
个月能挣3000块钱。但出租车司机是
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自己给自己交保
险。每年个人交保险7000元，这样算下
来一个月也就能挣2000多元。

另外，出租车司机很头疼堵车问
题，堵车也造成了他们运行成本的增
加。“表是按距离计价，堵着车，你车
不能停啊，照样耗着气。”王先生说，
堵车严重，耗油气不说，关键是挣不
够本。拿从火车站到泰华来说，距离
在3公里之内，顾客交6元到达。对于
出租车来说，本来10分钟的车程，遇
上堵车15分钟也到不了，这就增加了
很多天然气损耗。在别的城市因为道
路原因造成低速运行的，有低速运行
费，低速运行到5分钟，会再加收1公
里租费。但是潍坊没有。

潍坊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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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在打车时都发
现了一个怪圈，一天当中有
两个时段很难打车。早上7点
到9点，傍晚5点到7点。而这两
个时间正好是上下班的时
间，打车的人多，按理说，出
租车应该都出来拉活，为什
么却难见踪影呢？

出租车司机王师傅有自
己的见解，这两个时段的四
个小时，恰好是上下班时间。
大多数潍坊市民开私家车上
班，市区主要道路堵得不可

开交，出租车这时再掺和进
去，那简直成了一锅粥。“堵
车的时候，从一个路口挪到
下一个路口需要半个多小
时，才赚个十块八块。”王师
傅认为时间成本太高了。王
师傅说出了大多数出租车司
机的心声，上下班打车高峰
时期，虽然打车的人多，但是
拉客量却上不去，20分钟能
到的路程需要走1个小时，活
没多干，车的运行成本却在
增加，所以出租车司机每逢

这个点都会“躲”起来，干脆
不出车了。

这种情况会随着新办法
的实施而改变，新办法新增
了出租车低俗运行费，即便
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也会进行
计时收费。

然而王师傅对于出租车
未来的发展并不乐观，他说
现在有不少出租车都已开始
转让，原本比较容易找的夜
班司机也变得困难。

本报记者 刘蒙蒙 张浩

上下班高峰，出租车不敢进市区

起起步步价价上上调调

多多数数市市民民不不支支持持

14日，根据有关价格政策，经市政府第24次常
务会议同意，潍坊城区客运出租车运价和代理服
务费进行调整，起步价涨到7元。记者随即进行走
访调查，大多数市民不支持，他们认为，提高的哥
收入，不能由消费者来埋单。

龙祥花园孙女士：这年头
跟民生有关系的都涨价了，现
在终于轮到出租车了。起步价
涨了一块钱，我觉得这个钱一
分都不能涨，因为潍坊的出租
车价格相比山东的其他城市虽
然不高，但也绝对不是最低的，
路也不是最堵的，6块钱起起步步价价

就很合适。
鲁发名城王先生：现在出

租车司机总是抱怨每个月挣的
钱少，我就觉得很奇怪，包车的
司机一个月干得好也有个四五
千块，少说也能挣到3000多元，
这和潍坊的公交司机2000左右
的工资水平相比，他们哪儿就
挣得少了呢？他们比公交司机
辛苦很多吗？

圣荣小区刘先生：出租车

提价，我不反对，也不支持，但
是我以后肯定会因为涨了一块
钱，能少坐出租车就少坐，能不
坐就不坐。希望价格涨了，服务
也能涨上去，少一点拒载的、挑
客的不良司机。

沁园春小区赵女士：我觉
得坐出租是因为有一些急事才
坐，一般情况下可以坐公交或
者骑公共自行车，而且现在家
里有电动车和轿车的也越来越

多，打车的人少了，出租车价格
也该提一提了。

翠竹园小区郭先生：价格
调上去了，服务是不是调上去？
上下班打车的时候是不是不用
等半个小时还打不上车了？一
块钱不算多，司机也都不容易，
但是如果这一块钱涨了，服务
没涨，我就反对，如果以后不愁
打车了，我就支持。

本报记者 赵松刚 整理

市民看涨价

对这次涨价，元芳你怎么看？

山东各地出租车保有量及价格参考
城市 出租车数量 收费标准

济南
主城区现有出租车8043辆，根据20辆/万

人的标准，目前存在约2000辆的缺口。
出租车起步价为8元，停收0 . 5元燃油附加费；等待收费为

0 . 2元/分钟。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每乘次加收5元。

青岛
市辖区有10871辆出租汽车，万人拥有出

租车22辆。
自2013年12月30日起，青岛市客运出租汽车，一律按起租

费9元(基价3公里内)、车公里租价1 . 4元的标准执行。

淄博 共有6493辆出租车。
普通出租车起步价为7 . 5元/3公里，豪华型(远舰、宝来、志

俊)出租车起步价为8元/3公里。

烟台 市区有1580辆出租车。 标准型出租车起步价为3公里8元。

滨州 市区共有714辆出租车。 客运出租车起租价为6元/3公里。

德州 市区共有4110辆出租车。

2013年8月7日起，市中心城区出租车燃料附加费标准由原
来的0 . 5元调为1元。目前，德州市中心城区出租车起步价(3公
里)为5元，外加1元燃料附加费，3公里外每公里价格为1 . 4元，超
出6公里部分，每公里加收50%空驶费。

东营 共2880辆出租车。 中心城区出租车起步基价调整为8元，不收取燃料附加费。

日照 市区968辆出租车。 出租车起步价为5元，燃料附加费1 . 5元/车次。

枣庄 目前有434辆出租车。
出租车起步价为6元/2公里，基本运价为1 . 5元/公里，单程

载客超过6公里部分，基本运价将加收50%空驶费，同时规定出
租车可以免费等候5分钟。

泰安 城区有1292辆出租车。
起步价6元/2公里(含2公里)，2至8公里(含8公里)基本租价

为1 . 5/公里，8公里以上单程车每公里租价增加50%的空驶费。

济宁 城区目前共有出租车1260辆。
起步价5元，2公里之后4公里以内是1 . 3元一公里，4公里以

外是1 . 95元一公里，等候是5分钟加收1 . 30元，夜间收费从夜间
22点至凌晨5点每公里加收0 . 2元。

临沂 共2750辆出租车。
起步价(3公里之内)6元，之后是每公里1 . 5元。8公里以后，

每公里按2 . 2元收取。等候超过5分钟的，每5分钟加收1 . 5元。

聊城 城区共有出租车1416辆。 起步价为6元/3公里，每车公里1 . 2元。

莱芜 共1600辆出租车。 起步价为6元/2公里，6公里外单价为1 . 4元/公里。

本报记者 杨万卿 见习记者 杨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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