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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上午，记者在
济南火车站看到，一辆无障
碍出租车跟普通出租车一
起排队拉乘客。与普通出租
车相比，英伦范儿的老爷车
显得非常特别。在等待约10
分钟后，记者发现有两名乘
客登上了这辆无障碍出租
车。

“当时乘客觉得这车挺
特别，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是

‘无障碍出租车’。我告诉他
们这种出租车本来只能让通
过电话预约，现在可以顺路
捎带乘客。因为无障碍出租
车起步价比普通出租车高，
我就问他们能不能接受。”无
障碍出租车驾驶员王伟（化
名）称。记者了解到，为方便
残疾人乘坐出租车，2014年

12月1日，济南市交通运输局
客管中心和济南恒通出租车
公司正式推出5辆无障碍出
租车，恒通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该公司购入的5辆
无障碍出租车前后耗资近
200万元，此车起步价15元/3
公里，每公里单价2 . 2元，此
外还有每乘次5元的电召服
务费。

王伟介绍，当时他把乘
客送到火车站后，直接把车
开到了火车站出租车等候
区，顺路捎带乘客。恒通出租
公司副总经理吴倩告诉记
者，由于目前无障碍出租车
运营成本较高，为了尽可能
减少亏损，这5辆车在空闲时
也会运载普通乘客，但不像
普通车一样巡游。

路边发生口角

男子倒地死亡

惨剧发生在17日晚上11时左
右，地点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宾谷
街与经十西路路口，“我们听到几
个人在路边吵着，还以为是一伙

人喝酒了。”附近一旅馆老板称，
他们听到女子惨叫声之后才赶过
去看，“那个男的脸朝上躺着，女
的给男的做人工呼吸，看着就不
行了，全都是血”。

事发之后，网上开始出现关
于男子被打死的信息，“一个男的
和女友逛街，女友被摸了屁股，男

友很生气，找他们讨说法，结果被
几个小青年用石头砸死了。”其中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如此说道，此
微博内容也和事发现场周边商店
老板的说法一致。该微博迅速引
起网友的关注，众人对于打人的
几个小青年充满了愤慨。

与此同时，事发时在现场附
近的网友梁先生也提供了当时的
部分细节。“我在旁边路过，那个
死者在我旁边急匆匆跑到车上拿
东西，然后返回隔离栅栏那跟西
边那几个人质问，死者女友在一
旁一直拉扯死者让他离开。”该网
友后来看到“死者后仰倒地”，死
者女友大声哭泣。

被害人持甩棍

与四人互相殴打

“我们当晚在一起，他们出来
的时候我们在KTV里不知道。”
19日，被害人的一位朋友告诉记
者。相关人士称，发生冲突的两方
可能都喝酒了，如果不喝酒都很

清醒就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了。

19日中午1时许，济南市公安
局长清区分局微博发布该案件的
通报中称，17日晚上11时24分，长
清分局指挥中心接警：宾谷街与
经十西路路口有人打架。民警迅
速出警，现场发现一男子仰面倒
地，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之后，长清分局迅速组
成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破，并于4
月18日上午11时许成功将4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经初步查明，17日
晚上11时许，被害人王某与其女
友单某步行至案发现场时，与路
过的4名犯罪嫌疑人发生口角。后
来，四名嫌疑人离开往马路对面
走。被害人王某从其车中取出甩
棍追上4名嫌疑人。

结果，双方互相殴打。四名嫌
疑人将被害人王某打倒在地后逃
离现场。目前，4名嫌疑人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对于案发的原因，警方并没
有通报，称仍然在调查中。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北
京、广州、上海、深圳等少数大
城市都有无障碍出租车运行，
济南是山东首个推出无障碍出
租车的城市。据记者了解，目前
国内各省市无障碍出租车尚无
成功的先例。

济南客管中心主任崔冰对
此也担忧地表示，无障碍出租
车本身造价高、油耗高，运价的
高低需要市场的平衡。一旦失
衡，很容易造成企业无法承受
而面临运营压力。

2011年第八届全国残运会
期间，杭州投入使用50辆“英
伦”无障碍出租车，几个月后，
这批出租车却遭遇“水土不服”
的尴尬。同样的无障碍出租车，
杭州曾经面对的问题，济南也
可能碰到。

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中心主任张汝华认为，无障
碍出租车走市场化的路不一定
行得通，目前政府并没有对无
障碍出租车进行补贴，纯粹市
场化运营确实比较困难，而且
无障碍出租车价格相对较高，
残疾人等特定的人群未必能消
费得起。

“无障碍出租车消费人群
扩大了，从市场化的角度来
说，对企业应该有好处，但是
这5辆无障碍出租车能否满足
扩大的消费人群，值得出租车
主管部门研究。而且无障碍出
租车是公益事业，可以通过市
场化运营，但是必须政府购买
服务，财政补贴或者社会资金
扶持。”张汝华说。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无障碍出租车

走市场行不通

仅有5辆，运营不到5个月两次扩大经营范围

济济南南无无障障碍碍出出租租车车开开拉拉普普通通客客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无障碍出租车开始顺路拉普通乘客了，自2014年12月1日正式亮相后，因运营成本较高，济南的这5辆无障
碍出租车又一次扩大经营范围。

女女友友疑疑被被非非礼礼，，男男子子““护护花花””被被殴殴致致死死
济南警方已抓获4嫌犯，案发原因还在调查

近日，网传“长清
一男子和女友逛街，因
女友被路边几个小青
年骚扰而讨说法，结果
被 小 青 年 用 石 头 砸
死”，引起很多网友的
关注。19日，济南市公
安局长清分局发布通
报，确认一男子与四名
男子发生冲突后死亡，
但是对具体细节并未
涉及。

无障碍出租车在运营初
期，由于车辆的特殊性和市场
的不确定性，恒通出租车公司
将服务人群限制在拥有残疾证
的下肢残疾人，但从去年12月4
日收费运行，至今年1月15日40
天以来，共成功预约91单，平均
一天2到3个订单，大多为去医
院看病或出院的，一直到现在，
运营也是如此。

虽说看病、出院的残疾人
对无障碍出租车有刚性需求，
但由于经济状况普遍较差，对
无障碍出租车的高额运价很难
吃得消，车辆推广遇到了很大
的障碍。

据统计，济南共有33万残疾
人，包括持证残疾人约10万名，
而其中双下肢残疾人有约3 .8万
人，残疾人士阎先生就是他们
中的一员。他告诉记者，在预约
无障碍出租车之前会算一笔经

济账。“残疾人的劳动能力本来
就不强，工资一般都比较低。”
阎先生三年前退休，现在退休
工资仅有1300元。阎先生认为，
无障碍出租车有公益性质，政
府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降低
残疾人的打车成本，保证有需
要的乘客能随时打上平价无障
碍出租车。

但另一方面，为避免高额
购买的出租车资源闲置，再加
上经营方面一直存在亏损，恒
通出租车公司在无障碍出租车
运营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两次
放宽了车辆的服务范围：2015
年1月，公司规定65周岁以上
老年人及所有持有残疾证的
残疾人均可预约。近日，记者
从恒通出租公司了解到，因
运营成本较高，现在这5辆无
障碍出租车也开始顺路捎带普
通乘客。

无障碍出租车投放市场
以来，预约情况不是很好。一
位驾驶员告诉记者，原先无
障碍出租车把人群限定在残
疾人，因受众门槛要高一些，
有时候一天接一到两个活，
有时甚至两天才能跑一个
活。

目前无障碍出租车约
71%的路程都是在空跑。吴
倩说，无障碍出租作为预约
出租车，空跑里程长是难以
回避的一个问题。综合来
看，平均每次载客里程只有
6 . 4公里，每客次收费26 . 85
元，多数路程都耗在载客之
外。

5辆无障碍出租车每公
里油耗成本高达1 . 1元—1 . 3
元，比普通出租车每公里0 . 4
元的成本高得多。此外，济南

无障碍出租车驾驶员的用工
形式为员工制，基本工资在
3 0 0 0元左右，每个月采取
工资加奖金的模式，而且
恒通公司还为驾驶员缴纳
五险一金。这虽然保证了驾
驶员工作的积极性，但无疑
加重了恒通公司的运营成
本。

吴倩说：“无障碍出租车
前期我们进行了巨额投入，
这两三个月以来我们仍然
处于亏损状态。我们也比
较矛盾，全市就这 5辆，如
果 普 通 市 民 都 能 预 约 此
车 ，那 残 疾 人 和 老 年 人怎
么办？”

吴倩称，普通市民暂时
不能预约这5辆出租车，而且
未来能否预约还得看出租车
主管部门的意见。

七成路程是空跑，一直在亏损

无障碍出租车火车站排队拉活

残疾人收入低，希望用车有补贴

本报记者 杜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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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抱着被害人头部，地面上有大量的血迹。 网络图片

无障碍出租车在火车站载客区顺路捎带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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