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龚海

美编：牛长婧 组版：徐凌

A04-A06

相关新闻

本报淄博1月7日讯（记者 臧振） 7

日，记者从淄博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获悉，
淄博市即将对“滴滴专车”等私家车载客
现象展开检查，并公布热线12328，接听市
民关于私家车载客的投诉。不过，记者发
现淄博暂未有专车服务。

去年12月24日，淄博市交通运输部
门在省内首次就滴滴专车表态：任何私
家车、社会车辆等非正规出租车辆，通过
任何打车软件（包括滴滴专车）从事出租
客运均属非法行为。淄博市将严肃查处
非法客运出租行为。

元旦前，淄博当地一汽车租赁公司
负责人称将与滴滴公司合作，元旦前后
在淄博启动专车服务。7日，记者在淄博
登录滴滴打车软件，发现与济南、青岛等
有专车服务城市相比，淄博市民滴滴打
车手机客户端上无专车一项。记者联系
该汽车租赁公司，相关负责人以“不方
便”为由拒绝了采访。

7日，淄博市交通运管处相关负责人
说，淄博即将对滴滴专车等私家车载客
现象展开检查，一经发现，将根据《山东
省道路运输条例》，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根据《山东省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
誉考核办法》规定，凡参与非法营运的企
业、车辆和个人，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将记
入行业诚信管理黑名单，一定期限内不
得申请从事出租汽车行业服务。

同时，元旦前，淄博市多部交通运输
服务热线统一合并为12328热线。市民如
发现私家车载客等非法营运现象，可拨
打12328举报。

淄博最先表态严查

但市内暂无专车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官文涛 吕
璐 刘飞跃 王皇） 7日，济南和青岛
对通过各类互联网专车软件从事非法营
运的车辆进行查处。当天青岛共查处4辆
专车，被青岛市交通委定性为非法营运。
济南也已有多辆专车被扣，不少专车司
机选择停车观望。

7日上午11点左右，青岛市运管局的
执法人员在城阳区民航路上查处一辆去
酒店接客人的滴滴专车，执法人员当场
检查了该车辆驾驶员的手机软件，确认
为“黑车”。执法人员表示将对其处以至
少3万元的罚款。

7日下午4点，青岛市运管局执法人
员在萍乡路查处了一辆黑色本田雅阁的
专车。记者跟随执法人员从火车站坐上
这辆专车，到萍乡路共花费42 . 7元。据了
解，若乘坐出租车，则仅需20元左右。经
过执法人员对该名司机的询问，专车司
机称自己挂靠在一家贸易公司进行营
运，并经过了公司商务、礼仪方面的培
训，属于合法营运。目前，青岛市运管局
已经对该车进行暂扣处理，经调查取证，
确定为非法营运车辆，将按照相关条例
予以处罚。当天，青岛市运管局的执法人
员共查处了4辆通过各类互联网专车软
件从事非法营运的专车。

继6日济南市客管中心发声要封杀专
车后，7日，济南有多辆专车被扣。上午11
点开始，济南各大专车群里陆续传来有专
车被查的消息。有专车司机说，自己已收
到汽车租赁公司的提醒信息，“说西客站、
机场、火车站的单最好不要接了，到这种
危险的地方去，要提前和乘客沟通好，关
键的时候就说是同事、朋友、亲戚。”

而不少专车司机表示自己要暂停抢
单并密切关注进展，“干了4个月，赚了七
八千，要是被罚3万那就太不值了，咱也
不是没自己的工作。”一位专车司机说，
最近还是老老实实上班，政策出来再干
吧，现在说白了就是发代金券，用的人才
那么多。

对于打击专车，青岛市运管局出租
车客运管理处处长蔡晓杉说，“专车没有
强制报废、车辆维护、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的限制，驾驶员没有经过相关知识的教
育培训，而且专车车辆保险额度不一，一
旦出现安全事故，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无法得到保障。”随着春运临近，青岛市
运管局将开始严查机场、火车站和繁华
商业街区利用互联网和手机软件从事非
法运营的车辆。

刚刚定定完完性性，，济济青青就就开开罚罚专专车车
青岛一天查4辆济南扣了多辆，罚多少钱都还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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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服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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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收收入入近近万万的的专专车车司司机机
抢抢了了出出租租车车生生意意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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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官文
涛 摄

■专车

赚得挺多

但夹在缝里也难受

7日上午11点半左右，济南各
大专车群都称已有专车在西客站
被查到，车钥匙被拿走。多位专车
司机希望滴滴专车或快的1号专
车能出面协调。“现在就对专车开
罚，专车公司也不会出面，要是抓
到了被罚只能我们自己交，没有
人会代交。”一位专车司机说。

“最倒霉的就是咱，夹在缝中
间。”有专车司机直言，因为专车
性质不明，地位模糊，所以自己开
专车都像开黑车似的，要很小心。

虽然济南从7日开始查专车，
但查专车的说法早在半个多月前
就已经传出，近期不少专车司机
已经减少了出车时间。记者上周
乘坐专车时，有至少3位专车司机
称，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查车，只
在晚上9点之后和周末抢单。“那
时候检查的人就都下班了。不干
不行，连续几天不干够每天的单
数，就会被封号了。”

而就在7日，不少滴滴专车司
机收到了1000—2000元的服务费
奖励。据专车司机介绍，这些服务
费是凭借自己的优质服务得到的
奖励。“开专车月入近万不是神
话。”有专车业内人士称，一些自
营车专车司机的收入已经是出租
车司机收入的两三倍。

去年10月，经朋友介绍，青岛
市民李先生带着自己的宝马车加
入了滴滴专车的队伍。加入过程十
分简单，填写资料、参加培训、考
试，仅用了两到三天就培训“上岗”
了。李先生把开专车作为兼职，休
息和上下班的时候就出来跑跑赚
点外快，收入滴滴公司分两成，专
车司机分八成。

李先生说，“我们不直接收费，
钱先交给滴滴公司再返给我们。”
李先生告诉记者，虽然滴滴公司称
需有营运资质的车辆才能加盟专
车团队，不过仍有个别私家车主带
着自己的车来加盟的，他自己的车
虽然办理了手续挂靠到租车公司
里，行车证上仍是非营运车辆。他
开专车以来，最高每月能赚近万
元。而据他了解，很多勤奋司机一
个月能赚到两万元以上。

■出租车

有的收入减半

替班的也改开专车

李先生认为，专车是因为
打车难现状产生的，周一至周
五的工作时间和周末，没有多
少人会叫专车的单，但是到了
上下班时间，手机一直不停地
响，很多单都来不及听，除非是
真的打不到普通车，又有急事，
否则谁会愿意无缘无故多掏
钱。另外，他觉得，很多出租车
都比较脏乱，还有驾驶员抽烟，
有些人打专车是为了享受更好
的服务。

“因为目前滴滴软件给顾
客的优惠券力度大，所以使用
的人多，一旦没有优惠券，也就
没人打专车了吧。”李先生觉
得，专车并不会过多冲击出租
车市场，毕竟选择坐专车要花
更多的费用。

上周六，李先生的朋友新
加入了青岛的滴滴专车团队，
由于最初是零单，他在专车司
机中排名为一千七百余位。李
先生估计，目前青岛市至少有
一千七百名以上的专车司机。

但很多出租车司机认为专
车抢了他们的生意。青岛中青
出租车公司的哥周师傅告诉记
者，最近专车数量猛增，打开滴
滴软件，同一个位置周边的专
车数量都快赶上出租车的数量
了，让他们活少了很多。过去空
跑三五公里拉上一个乘客，现
在有时跑个二十多公里也拉不
上一个乘客。专车服务出现前，
他和替班每天收入200至300
元，而现在平均每天仅收入七
八十元钱，都不够家里生活了。

而青岛交运公司的哥刘
师傅说，过去一直给他开夜班
车的替班现在不干了，去开专
车了，每个月能赚 2万到 3万
元。而由于打车软件竞争激
烈，专车业务推出各种大额优
惠券，普通乘客乘坐专车费用
降低，打出租车的人就少了很
多。而刘师傅没有了开夜班的
替班，一个人连续开12个小时
以上，工作愈发辛苦，加上收
入降低让他叫苦不迭。

■专家

服务群体不同

影响还待观察

尽管专车服务可能会对出租
车的生意造成一定影响，但影响
未必会如出租车司机们想象的那
么大。因为专车的价格和出租车
的价格相差太大，乘坐出租车的
群体和乘坐专车的群体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消费群体。

一些专车司机认为，现在坐专
车的人多，主要得益于专车公司发
的红包和奖励，“就像去年初打车
返钱一样，不返钱后，大家该坐公
交坐公交去了，该坐出租还是去坐
出租了。”一位专车司机说。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
院长傅蔚冈撰文称，使用专车的
是那些对价格不敏感的群体，他
们大多数都有私家车，对生活品
质有较高要求，不太能忍受车内
有异味——— 绝大多数城市的出租
车在清洁程度上与私家车相比是
有一定距离的，而这部分群体在
传统上并不是出租车的用户群。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
说普通出租车是如家等便捷酒店，
那么这些土豪打车软件公司提供
的专车服务就是五星级酒店。”傅
蔚冈称出租车司机其实误读了专
车服务的对象，而目前之所以出
租车生意受损，是专车市场的市
场促销分流了一部分客流，因到
处发放的专车优惠券，大幅度降
低了乘客使用专车的费用，不过，
大规模的补贴用户只是一种促销
手段，在培养了用户的专车消费
习惯后，这种形式肯定不会持续。

在傅蔚冈看来，目前专车做
的是增量市场，而出租车司机抱
怨，甚至以罢运的方式来对抗专
车服务，反应就过于激烈了。他
说，“出租车司机更应该反思的
是，顾客为什么会从出租车那里
转到专车市场？为挽留这部分顾
客，出租车司机能够做什么？是提
升服务品质，还是停运？”

专车冲击波

本报记者
官文涛 吕璐
刘飞跃 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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