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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辆辆都都没没活活干干，，再再增增220000辆辆咋咋办办
省城计划增官版专车，还打算提高高峰期出租车运价

一季度查处

122辆黑车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23日下午两点，针对济南市
客管中心执法队员傅贤浩被黑
车顶行两公里受重伤一事，济南
交通局客管中心专门召开了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获
悉，涉事车主李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而且其行为已构成妨害
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派出所已
对其进行了刑拘。同时，全市3 8

家出租车公司也派出了代表，并
现场向傅贤浩赠送了锦旗。

客管中心相关负责人称，傅
贤浩刚进医院时是在重症监护
室，4月22日中午，傅贤浩病情稳
定下来之后，从急救室移到普通
病房，目前病情比较稳定。

除了担心傅贤浩的伤情，现
场的3 8家出租车公司代表对黑
车也是非常气愤。康达出租车公
司代表称，傅贤浩被顶受伤事件
发生后，他们感到非常痛心。我
们出租车公司和驾驶员都非常
支 持 客 管 中 心 打 击 黑 车 的 活
动。”

客管中心负责人表示，打击
非法营运是客管中心的法定职
责，他们将继续与非法营运作斗
争。

23日下午，记者从客管中心
得知，2014年客管中心共查处非
法营运车辆4 0 2辆，2 0 1 5年第一
季度共查扣非法营运车辆 1 2 2

辆。而据记者了解，从事打击黑
车营运一年半的傅贤浩已经是
第三次被黑车顶行。

“当事人不配合是最常见
的，还有一些暴力抗法的，有的
甚至带着棍棒和修车工具下车，
威胁我们执法人员。”执法队员
称，因为当事人抗法导致执法人
员受伤的事例已经发生了多次。

“实际上，对于非法营运我们一
直在管，但是有时候一些乘客反
而帮着驾驶员去说话，我们最大
的无奈就是不被民众理解，目前
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改变，我们只
能干好我们分内的事情。”

挂靠私家车多无合法手续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来慧

为更好地做好提案办理
工作，4月22日至23日，省政
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到滴滴
公司济南办事处、济南恒通
出租车公司进行调研，并与
专车公司、出租车公司及市
民代表等进行座谈。座谈会
上，各方对专车该禁该留还
存在不同意见，尤其是专车
到底是不是黑车有待界定。

出行市民

“方便出行我就支持”

“我从家到单位打出租
车要15块，打专车在22块左
右，可用了专车券，有时候只
要自己付几块钱，我肯定选
专车啊！”在一家事业单位上
班的王先生也经常打专车。

“只要是能方便我出行，
我就愿意掏钱。”同样常打专
车的市民孙叶鹏说出了很多
市民的想法。

“专车根本就是黑车，应
该全部取缔。”对专车的态
度，出租车司机非常明确。济
南市恒通出租汽车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与专车相比，原
有出租车公司处在不公平的
竞争地位。“首先，出租车只
能营运6年，还要强制报废，
可私家车不用，而且在保险
上，营运车辆和私家车也不
同。这些都使得出租车的成
本高于专车的运行成本。”

租赁公司

“挂靠”多未改行驶证

“虽说车来自租赁公司，
但主要都是挂靠在租赁公司
的私家车。”自从“专车”推出
后，蔡先生合伙注册了一个

汽车租赁公司，身边朋友同
事的车不少挂靠在他公司名
下，进行专车服务。

然而，真正的“挂靠”需
要四证统一，也就是车辆的
行驶证及道路运输证、驾驶
证、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证上的车主、业户、
单位、服务单位等都统一为

“被挂靠者”的名称，这样，挂
靠车辆也就拥有了营运资
质。这辆车也就存在名义的
车主和实际车主。

“不过，这种专车的挂
靠，大都没去改行驶证什
么的，基本就是和租赁公
司 签 个 合 同 。”蔡 先 生 介
绍，由于将行驶证更名到
被挂靠公司名下，可能会
出现很多麻烦，私家车主
和租赁公司很多都不愿意
办理这些手续。

“即使真的办了挂靠手
续，在客运领域应该也是不
合法的。”一位法律专家表
示，《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规定，客运经营企业不得实
行挂靠经营。此外，条例还规
定，汽车租赁经营者要自有
车辆不少于十辆，且不得向
承租人提供驾驶劳务。

委员观点

专车方便也有风险

政协委员、民革省委副
巡视员王鲁一表示，“专车”
服务涉及的主体既多元化且
各自权重不同，加之相应的
法律法规滞后，各相关主体
在事故后均会受到少担责乃
至尽量不担责的利益驱动，
那么相互间推诿扯皮恐将成
为常态。如何保障乘客或司
机的合法权益呢？

王鲁一建议尽快将专车
纳入监管，做到有法可依。

本报济南4月23日讯（记
者 李钢 实习生 来慧）
专车到底是不是“黑车”，该不
该禁？随着“专车第一案”开
庭，专车的去留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专车到底该怎么
管？22日至23日，省政协召开提
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围绕“改进
对出租车行业的服务和监管”，
与承办单位协商办理意见和落
实举措。记者了解到，为缓解
打车难，济南计划在主城区新
增200台预约出租车。

“自从有了专车，我们的
收入是直线下降啊。”在23日
的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出租
车司机代表表示，“在专车出

现之前，一天两班可以赚300
块，现在只能赚200块。”来自
济南市恒通出租汽车公司的
一位司机表示。

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这种
感觉，滴滴快的等平台公司却
有着不同看法。“我们推出的
专车服务，实际是个增量市
场。”出席座谈会的快的打车
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调研发
现，全国每天有6000万人次的
打车出行需求，但出租车只满
足了3000万人次的需求，还有
400万的需求由租赁公司提
供，剩余2600万的需求得不到
满足。因此，在他们看来，专车
服务并没抢占出租车原有的

市场。
“其实，我们并不在意专

车到底被禁还是不被禁，关键
是能让我们老百姓想打车的
时候能打上车，这就行。”经常
打车的市民王曼玲表示。

近日，有机构评比出最拥
堵的城市，济南居于前列。对
如何缓解省城打车难，济南市
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济南市将通过增加双班车比
例，适度发展合乘；积极发展
站点候客及电召；适度提高运
价，特别是提高高峰运价；积
极发展约租车；积极发展小公
交及提倡市民健康绿色出行
等方式来缓解打车难。

该负责人表示，为应对滴
滴等网络专车冲击，济南将在
电召服务、信息技术方面改造
升级。近期“爱召车”系统已开
始改造升级，力争年内正式投
入使用，能够兼容手机“闪
付”。其次，在退旧更新指标内
试点投放预约出租汽车，满足
市民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
高品质的出行需求，计划在主
城区新增200台预约出租车。

此前，济南市曾推出10辆
官版专车，不过受各种条件限
制，这10辆预约车连停靠都成
问题，别说拉活了。对于新增
的200辆官版专车，一些业内
人士表示了担忧。

执法队员被黑车顶行

焦点一：

专车该怎么定性

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来慧

“出租车司机的不满，
表面上是针对专车，而实际
针对的是当前僵化垄断的
出租车管理制度。”调研和
座谈中，政协委员建言献
策。对于诟病最多的“份子
钱”，有委员认为，现在出租
车管理成本是本糊涂账，应
该加强审计，公示成本。

委员调研

份子钱成糊涂账

“一睁眼就欠着公司一
百多，休息也得交份钱。”一
名出租车司机向记者算起
了他每天的成本，“租车交
押金4万元，为了能拿到车
我还交了2万元的好处费，
现在每个月要交4000元左
右，这还不算修车的费用，
一天跑十几个小时，剩不下
几个钱。”

“奇怪的是，份子钱这
么高，出租公司还说不赚
钱。”省政协常委、民盟省委
专职副主委董利忠说，在今
年1月12日山东省政协召开
的专车运营管理专项座谈
会上，公司方认为利润少，
每车每月份子钱仅约200元
利润。为此，他建议审计核
实出租公司运行实际成本
以及利润，向社会公开，并
据此对不恰当之处进行调
整。让社会参与监督，倒逼
出租车行业转型升级。

观点交锋

放开垄断行不行

在不少委员看来，出租车
行业的垄断经营模式是造成
现在出租车行业问题的根源。

宋传杰、邓相超、宋小霞三位
政协委员在联名提案中建议，
市场的问题由市场来解决，政
府从直接管理中退出。出租车
市场争取用一至两年的时间
形成“驾驶员资质认证管理、
车辆资质认证管理”，驾驶员
具备营运资质、车辆具备要求
的安全级别和保障措施，就可
以自行带车申请、符合条件即
可审批，通过联网移动终端管
理和计费、缴税，形成“出租车
有风险、投资进入要谨慎”的
市场调控机制。

但也有委员存在不同
意见，省政协委员、山东法
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
就认为，出租车行业也属于
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应
具有公益属性，完全市场化
不是正确的改革方向。在城
市日益拥堵和雾霾天气严
重的情况下，更应遏制其过
度追求营利的倾向。

部门回应

建正常数量增长机制

对委员提出的份子钱
问题，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
责人表示，份子钱一般由物
价部门统一核定。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指导各市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积极配合物价、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等，推动
依法集体协商，通过签订集
体合同等方式合理确定并
公开经营承包费用，妥善解
决份子钱矛盾。

该负责人表示，以济
南市为例，上世纪 9 0年代
曾放开市场，导致一度泛
滥，之后不得不付出代价
重新恢复管理。未来将指
导各市建立正常的数量增
长机制。

各市将公开份子钱

焦点二：

份子钱要不要改

今年初，济南大众出租车公司投资的首批10辆别克商务预约车正式投放客运市场，因配置高大
上，被称为济南市的“官版专车”。然而，记者了解到，试运营两个多月来，被寄予厚望的10辆专车却
遭遇了倒春寒。很难想象，这10辆别克GL8专车每天只能在机场拉活，接一个活至少要趴着等三个
小时。多位司机则告诉记者，因为鲜有人乘坐，这些官版专车不能停靠火车站等出租车聚集区，而酒
店也不让停靠，官版专车正遭遇着未曾想过的尴尬局面。

驾驶员刘成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接两单就算很好了,收入一两百元,而两天一箱油需要400元,

这样算下来,收支基本上相抵。”
按最初设想,10辆官版专车主要停靠预约地点为火车站、西客站、机场及大型社区。但目前仅有机场一处

固定停靠点,济南火车站虽然允许官版专车进入出租车载客区拉客,却没有提供固定的停靠点。更让这10辆专
车的司机头疼的是,人流量较大的西客站和一些大型酒店也不允许官版专车停靠。 本报见习记者 刘飞跃

一天才拉两单

停靠都成问题

官版专车囧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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