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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滴滴顺顺风风车车滨滨州州市市场场遇遇尴尴尬尬
出租车司机对此不以为然，其安全性受市民质疑

日前，继“滴滴打车”、“滴滴专车”、滴滴企业出行服务后
在移动出行领域推出的第四款产品“滴滴顺风车”登陆包括滨
州在内的全国137座城市，根据滴滴顺风车的计价规则，在滨
州顺风车起步价5元/2公里之后，1公里加1元钱，99元封顶。出
行方便、经济成本低、利于环保等等推动顺风车走进市场，然
而，相对正规出租车而言，处于“黑车”擦边球位置的“顺风车”
如何确保安全性，成为其深入市场的障碍。

记者调查

15分钟389位车主无一接单

7日，记者下载安装“滴滴打
车”APP后，点击“顺风车”并按
照程序预约顺风车。9点25分，发
出订单邀请，计划于9点40分从
锦城大厦(南门)至滨州学院。邀
请发出后，滴滴打车软件迅速向
车主通知订单信息，在1分钟内
通知了至少29位车主，然而在焦
急等待了15分钟后，打车软件显
示已通知389位车主，却没有一
位车主接单。

随后记者再次尝试预约，9
点53分邀请于10点10分从裕华
苑至滨州学院，终于在约五分钟
后一位顺风车车主接单。10点8
分，记者下楼等候。10点14分，顺
风车到达等候地点。在记者等待
的6分钟内，约有7辆空出租车往
来。

记者注意到，订单信息显示
该私家车车主的顺风车出行次
数为“0”。原来该名私家车车主
是7日上午刚注册使用的。“我住

在印象江南(黄河一路渤海十八
路路)，上午到黄八渤五那边去
送电脑来，没想到他没在家，我
就想起来潍坊的同事跟我说过
滴滴顺风车这事，反正也是空车
回去，不如试试，所以就在车上
现注册了一个，这不刚注册就接
到你的订单了。”该车主告诉记
者，登记了行车证、驾驶证、身份
证等信息后便注册成功。

到达目的地后，记者根据订
单详情准备支付给车主车费“7
元”，然而车主的页面却显示“预
计车费10元”。为何明明相同的
起止点，却有两个不同的价格？

“我也不知道，这是我第一
次用。不碍事，给7元就好，反正
也是顺路的事。”车主无所谓地
说。

下车后，记者又在相同的地
点滨州学院坐出租车回到裕华
苑，车费显示7元，外加燃油费1
元，共计出租车费用8元。

本报记者 王茜茜 王丽丽

出租应对

提升服务每月例会都要提

对于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
来讲，滴滴顺风车还是一个新鲜
事物，虽然他们可能给出租车市
场带来“危险”，但出租车司机并
不以为意。拥有近十年出租车驾
龄的老司机老刘告诉记者，当时
济南等地集中抵制专车的时候，
滨州的出租车司机就很淡定。

“滨州外来人口少，并且打车也
不难。从城东到城西撑死三四十
块钱。但若换成专车，收费比出
租车高出很多，滨州老百姓愿意
掏这钱的少。当然滨州也没有开
通专车功能，即便开通了，也没
有市场。”在他们看来，顺风车如
同专车一样，虽然会分流一部分
乘客，但是不会撼动出租车的市
场地位。

然而，当记者注册了滴滴顺
风车车主身份后发现，下午5点
30分左右，正值下班时间，拼车
乘客的数量还是相对“可观”的。
在半小时之内，记者大约接收到
十单拼车信息。

与出租车司机不同，出租车
公司则表现出了更多的担忧，尤
其是在当地出租车市场行情并

不乐观的情况下。市城区一出租
车公司车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相对于大城市，滨州的滴滴叫车
软件、顺风车还尚未形成气候。

“现在我们也在等主管部门的决
定，看滴滴专车、顺风车能否被
正式承认、顺利入市。”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他
地市滴滴顺风车、滴滴专车投入
市场后，市场接受度很好，这已经
从一定程度上搅动了滨州的出租
车市场。”滨州一出租车公司工作
人员说，为了提高乘客对出租车
的依赖，出租车公司开始逐渐把
提升服务作为工作重点。“温馨提
示语、主动帮乘客拎箱子、到地主
动给乘客提供发票”等，提升服务
成为出租车公司每月例会上的重
点。

对于滴滴顺风车落地滨州，
该出租车公司负责人也表示，一
直以来他们也在鼓励出租车司
机，在取得第一位乘客的同意和
不影响第一位乘客乘车路线时，
可以顺路搭载第二位乘客。“相应
的两位乘客的价钱我们也鼓励司
机给予减少优惠。”

注册车主无障碍

安全问题存漏洞

另外，在顺风车的便利性
背后，让人担忧的更是安全性
问题。记者在注册滴滴顺风车
车主时，按照需求提供了身份
证号、手机号等基本信息。当
需要记者行车证时，记者随意
拍摄了一张自己的驾驶证副
本照片，竟然被审核通过了。

顺风车在年轻人市场中
已经颇有名气，但是人们仍顾
虑其安全性而不敢加入。“我
不敢使用顺风车软件，不管是
以乘客身份还是车主身份。”
市民赵女士说，因为顺风车车
主有私家车，也有出租车，根
本不好确定他们的身份。“乘
坐出租车有时候还出事，更何
况私家车了，万一遇到那种起
歹心的，怎么办？”

自从专车面市后，多地新
闻报道称女性乘客被骚扰甚
至性侵。去年12月，一名印度

女乘客在使用手机叫车软件
Uber打车后，被司机强奸；今
年5月份，一位女乘客在华盛
顿特区东北方的街道叫车后，
遭一位Ube r男司机意图性
侵，并拒绝让她下车；今年5月
29日，一名广州女乘客在越秀
区与朋友聚会喝完酒后，呼叫
专车回住处。因为醉酒，该女
乘客直到醒来才得知自己被
性侵；7月3日，济南一市民使
用滴滴顺风车时，遭遇性骚
扰，被发信息“到宾馆玩玩再
走”。

另外，当发生交通事故
后，保险赔偿也是一个尴尬难
题。据出租车公司介绍，目前
出租车第三方险最高保险数
额为100万元，乘客最高险为
35万元。而这样的保额及赔
偿，私家车并不具备，如果发
生事故，赔偿问题很难界定。

滨滨州州交交警警现现场场处处罚罚乱乱停停乱乱放放
在“双创”工作上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支付费用时，乘客手机上显示预计费用7元，而车主滴滴顺
风车软件下载显示的是10元。

本报7月7日讯(通讯员 王长
征 盖嵘嵘 刘东蕾 记者 杜雅
楠) 7日下午，清怡市场门前渤海
八路路边停放的汽车按照交警的要
求住进了“新房子”，记者了解到，近
日滨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大对城
区范围内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行为
的纠正、处罚力度，在“双创”工作保
证道路安全畅通。

7日下午，滨城区交警大队、开发
区交警大队、特勤大队的民警纷纷走
上街头，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处
罚，并对司机进行教育。记者了解到，
部分停放在人行道、马路边的车都受

到了处罚。家住邹平县的赵先生下午
开车到滨州出差，为了不让车被晒
到，把车停放在人行道的树荫下，正
好压在盲道上。开发区交警大队二中
队长王秀忠立刻对其作出处罚：“把
车停在人行道上属于违规停车，给过
往行人带来很大不便，尤其是人行道
上都设计了盲道，一旦有盲人从此经
过，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在滨州市交警支队了解
到，城区可以停放车辆的情况包括
专用停车场，例如商场、超市的地
上、地下停车场；商铺、酒店前的停
车区域(路沿石以上，人行道以外的

位置)；路边施划的停车泊位(其中，
医院、学校等单位周边路段设有限
时停放车辆标牌的，请按照时间段
停车，如果在时间段外停放车辆的
属于乱停乱放，按照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而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
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
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交叉路口、急
弯路等50米以内的路段、公共汽车
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
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
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
以外，不得停车。

赋予自由发展空间

社会观点

交警对违规停车车主进行处罚教育。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摄

道路运输法律法规应顺应时
代潮流，进行修改和完善。但由于
受到立法体制和程序的约束，这
种方式可能难度比较大。像出行
服务这种涉及民生的行为，主要
还是应该通过地方政府出台相应
的指导性意见进行规范。比如，北
京近期出台的《北京市交通委员
会关于小客车出行合乘指导意
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示范。该

《意见》对拼车这种合乘行为，作
出了比较明确和细致的规定，例
如该《意见》对“合乘”的概念、类
型，合乘的方式，费用分担，限制
性条件等，规定得非常明确，具有
很强的指导性和适用性。在尚没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或者政府文件
规范的情况下，目前还需要相关
部门加强监管，不让“黑车”混进
拼车出行这个领域。此外，也要加
强宣传。政府各相关部门、社会团
体、居民委员会等应当通过各种
形式积极开展像“滴滴拼车”这种
合乘出行的宣传活动、宣讲合乘
知识，教育合乘当事人保护自身
权益、规范合乘行为、抵制“黑
车”，抵制非法运营。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 孙永标

现在虽然法律没有明确禁止
拼车，但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明
确承认这种模式的合法性。因此，
目前不管是“滴滴拼车”，还是之
前的“滴滴打车”“滴滴专车”都属
于灰色地带，运行上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加之法律的缺位，也势
必会影响这种新型出行模式的发
展，因此，有必要一方面对其进行
法律规制，另一方面，也为其合法
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从整
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引
导角度来看，“滴滴拼车”所属公
司现在所担当的事实上是政府的
责任。拼车的公共互益性、非赢利
性，决定了公益性是“滴滴拼车”
存在的正当性所在。如果“滴滴拼
车”所属公司利用公众对其形成
的依赖优势而从事营利行为是不
当的，当然作为公司法人，其有权
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为公众提供这
一便利。如果“滴滴拼车”所属公
司不再为公众提供这种信息交互
平台，那么政府部门应填补社会
的这一需求，或者自主开发拼车
软件服务公众，或者购买其他社
会主体开发的软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博士后 李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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