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堵堵车车费费””或或上上调调，，高高峰峰期期打打车车要要多多 花花钱钱
未来出租车运价将分三档，现有车型运价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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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的哥反映>>

空车灯计价器一应俱全

有的“李鬼车”甚至有顶灯

日前，的哥周师傅反映，近期济
南的出租车公司淘汰了很多旧车，
但是淘汰车只换车牌，没有更换顶
灯，并使用其他东西遮挡门徽。

“乍一看，这些出租车跟正规
出租车一个模样，公然跑上大街跟
正规出租车抢活，不仅扰乱了出租
车市场，还给市民出行带来了极大
的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查
处。”周师傅说。

周师傅所说的淘汰车在省城出
租车的行话中叫“李鬼出租车”，周师
傅告诉记者，济南这样的出租车主要
有两类，一类是上述带有正规出租车
顶灯的假出租车，这一类出租车相对
而言比较少。还有一类假出租车，外
形跟正规出租车差不多，颜色也为薄
荷青，跟济南正规出租车很像，只是
玻璃是黑色的。“这类假出租车空车
灯、计价器一应俱全，尤其是在晚上
很有迷惑性。”周师傅说。

“现在是济南的换车高峰期，
大街上的‘李鬼出租车’越来越多。
而且因为出租车生意难干，甚至有
不少的哥直接从公司购买旧车，专
门开起了‘李鬼出租车’。本来各种
专车、快车已经分割了出租车市
场，现在这些‘李鬼出租车’又来抢
活！”周师傅称。

噪记者调查>>

“李鬼出租车”多来自省外

也有不少本地报废出租车

据记者连日来的观察，正如周
师傅所言，大街上跑的“李鬼出租
车”颜色为薄荷青，外形跟济南正
规出租车相似度极高，不经常打车
的市民还是很容易混淆。

据悉，2015年济南共有2100
多辆出租车退旧换新，其中八九月
是换车高峰期。据记者了解，目前
济南大街上跑的“李鬼出租车”多
为已经淘汰的旧出租车。

“出租车强制报废年限是 8
年，但由于沿海发达城市如上海对
出租车要求较高，一般不到6年就
会报废。这些车被卖到济南后经车
主乔装打扮，在外地挂上牌子后来
济南拉客。”的哥李师傅说，济南也
有少部分淘汰下来的出租车变成
了“李鬼出租车”，但一般要靠关系
才能搞到。“上海过来的‘李鬼出租
车’四五年之前就有，近期有一些

‘李鬼出租车’是济南本地的，是因
为有些出租车公司不负责任把车
直接卖给了驾驶员。”李师傅说。

噪业内说法>>

网上买“李鬼车”8000元一辆

两三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李鬼出租车’价格很便宜，
一辆一般在8000元左右，很多人
都是从网上购买。”熟悉“李鬼出租

车”猫腻的王巍（化名）称，早些年
还能看到二手出租车当街“叫卖”
的情形，近些年由于查得严，已经
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就到
网上购买“李鬼出租车”。

“从网上啥都能买到，计价器、车
顶灯、车牌和发票都能买到，一个计价
器才1000块钱。他们跑一个月至少能
挣3000多块钱，不用交份子钱，两三个
月就回本了。”王巍称，“李鬼出租车”
不同于一般的“黑车”，由于披上了正
规出租车的外衣，拉活变得很容易。

“大多数乘客都误以为是正规出租车，
随手就会打上一辆，就算上车了也不
一定发现是‘李鬼出租车’。”他说。

王巍介绍，开“李鬼出租车”的
司机一般是退出出租车行业的的
哥或有开黑车经验的人，他们熟悉
路况，能要一个合理的价格，会减
少与乘客发生纠纷，被查住的可能
性就减小了。随着出租车生意越来
越难做，转行开“李鬼出租车”的的
哥将会越来越多。

噪交警说法>>

“李鬼出租车”是非法营运

不归交警部门管

专车、快车、顺风车的出现抢占
了传统出租车市场的蛋糕，让省城出
租车司机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这
些“李鬼出租车”更是让的哥苦不堪
言。“这些‘李鬼出租车’明目张胆地
抢正规出租车的生意。‘李鬼出租车’
为何能进入济南？为何交警部门不去
管管？”的哥李师傅称。

济南市交警支队工作人员称，
“李鬼出租车”属于非法运营，主管
部门是客运管理部门，不归交警
管，交警部门负责对套牌的违法车
辆进行查处。

“现在济南市汽车尾气排放采
用的是欧三标准，接近报废年限的
车辆基本上都达不到此标准，因此
这类车在济南挂不上牌子，不可能
上路。”工作人员称，济南市现在开
展整治黄标车活动，外地的不达标
车辆根本进不到济南来。

交警部门告诉记者，除此之
外，交警部门还会对车辆的外观、
车牌等进行严格审查，任何不合法
的车辆都不会通过审核挂上车牌。

噪交通局说法>>

应从源头上遏制“李鬼车”

希望能与交警联合执法

“‘李鬼出租车’就是黑车，市
民打到这样的出租车后记住车牌
号向客管中心举报就行，而且客管
中心也一直在查扣类似出租车。只
要‘李鬼出租车’出来营运，我们就
查扣，但是我们没有权力把他们拦
住，现在查扣‘李鬼出租车’取证很
难。”济南市交通局工作人员称。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把
关，因为很少私家车是薄荷青的，
最好是把薄荷青定为出租车专属
颜色，但是目前济南没有这样的机
制和规定。”该工作人员说，希望能
够与交警部门联合执法治理“李鬼
出租车”。

88000000多多元元能能买买辆辆，，两两三三个个月月收收回回本本
出租车生意难干，“李鬼”又出来抢活

省城的哥周师傅反映，近期济南大街上跑的“李鬼”出租车越来越多，给市
民出行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交警部门称，“李鬼出租车”属于非法营运，应归客
管中心查扣。但交通局客管中心回应称，交警部门应该从源头上治理“李鬼出租
车”，不允许它们进入济南市场。

现行出租车调价

只调“堵车费”

“听说出租车要涨价了，本来活
儿就越来越少了，再涨价就更难干
了。”济南不少出租车司机担心涨价
后，乘客会优先选择滴滴快车、顺风
车等出行方式。

“我们是要规范出租车价格，不
是涨价，目前还没有涨价的考虑。”
济南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现在的出租车运价标准有些规定跨
度很大，是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
的，现在要将这些散落的规定规
范到一个文件里。比如，夜间收
费、夜间时间跨度、回空费等都不
在一个文件上，这种情况一直延
续到现在，物价部门要先做整体
规范，出台一个关于出租车运价
的规范性文件。

目前，济南出租车低速运行费
仍为0 . 2元/分钟，8年没有改变过，
但济南这8年的交通状况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济南道路拥堵指数
全国排名前五。“现在交通高峰期拥
堵太严重，以目前的运价水平，出租
车司机不愿在高峰期出来，市民在高
峰期打车越来越困难，所以济南客管
中心提出要调整低速运行费。”上述
负责人说。

据了解，2008年，济南市出租
车行业开始实行低速时距并计收
费，当时制定的收费标准为：当车辆
行驶速度低于每小时 1 2 公里时，
累计计时每满 5 分钟收取 1 元费
用。时距并计收费办法实施之后，
遇到交通拥堵时，乘客可根据情
况选择下车(禁止路段除外)，驾驶
员不得拒绝。所谓时距并计收费，是
指出租车因交通拥堵等原因在车辆

处于低速或怠速情况下，驾驶员按
行车里程向乘客计收乘车费的同
时，再按低速运行时间向乘客计收
低速运行费用。

“我们会根据客管中心提供的
GPS数据，测算高峰、平峰的车辆
数 量 ，调 整 对 收 入 的 影 响 等 因
素。”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
通过价格手段调节打车难，有升
有降，高峰期4个小时的打车标准
会提高，平峰期则会降低，整体平
衡。这意味着，在平峰期这个大的
时间段内，“堵车费”会在 0 . 2元/
分钟的基础上下调，起步价、车公

里价都不变，整体费用会降低，而
在高峰期打车，乘客出行成本要增
加，驾驶员的整体收入水平则基本
不变。目前初步确定的高峰期为早
7点到9点、晚5点到7点，而其余20
个小时为平峰期。

未来出租车分三档

只有豪华型起步价上涨

记者从济南市物价局了解到，
未来，济南将把出租车车型分为三
档，现行的出租车原则上都是普通
车，以后新上的出租车分舒适型、豪

华型出租车。
“不是简单地按排量分，而是有

一个系数，包括功率等。”济南市物价
局相关人士介绍说，排量不能完全反
映车的指标。同时，还要考虑车的长
宽高、销售价格等综合因素。

上述人士表示，未来济南出租
车档次随着乘客的要求会提高，豪
华型出租车也会出现奔驰、宝马、奥
迪等高档车型，如果承包费、油耗、
折旧价和现在普通车型一个定价也
不合理。现在物价部门制定指导标
准，到时出租车公司会根据市场情
况来调节。

“现在的8000多辆出租车基本
都属于普通车型，个别车型如今年
上的160辆新出租车是否调价，具
体方案还没定，仍在讨论中。”上述
人士表示，在新订标准中，舒适型的
和普通型的起步价一样，只是车公
里价稍微有点区别，而豪华版起步
价、车公里价都将比现行的普通出
租车要高，舒适型的车公里价略有
提高。

目前，出租车调价方案还在征
求意见的过程中。如果市民想表达自
己的意见，可以拨打济南市物价局的
热线来反映。

出租车变局

仅靠出租车调运价

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据悉，2015年济南将有2100辆
出租车更新换代。6月，省城一出租
车公司对上车计划进行摸底后发
现，150多辆退旧更新的出租车名额
中，出现了 50多人弃选的情况。专
车、快车、顺风车的出现抢夺了出
租车的客源，省城的哥收入下降了
三成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出
租车司机抱怨收入下降，准备离开
出租车行业。

对于出租车将调价一事，省城
一出租车公司管理者称，现在专
车、快车以及顺风车已远超正规出
租车的数量，虽然它们对传统出租
车行业造成了冲击，但是出租车驾
驶员还是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指望
通过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调整
出租车价格，从长远来看根本解决
不了任何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专车出
现后，份子钱高、服务态度差、绕路
等出租车行业固有的问题逐渐暴
露了出来，传统出租车行业变革不
仅仅是调价这么简单。

“政府想让驾驶员多挣钱，但
是乘客愿意吗？前几年出租车司机
挣钱那么多，服务水平也没见有多
高。”该人士认为，政府考虑的是行
业监管，而出租车公司和驾驶员考
虑的是软件和服务。

本报记者 刘飞跃

业内观点

出租车真要涨价吗？
11日，记者从济南市物价
局获悉，为了解决高峰期
打车难的问题，济南出租
车要进行调价，市民高峰
期打车多花钱，平峰期打
车价格降，有涨有跌，总
体平衡。同时，济南出租
车将分三档，现行出租车
属于普通车，今后新上的
出租车将分舒适型、豪华
型两种，只有豪华型会提
高起步价，其他车型起步
价不变。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杨兵

在出租车收费新标准中，夜间收费、夜间时间跨度都将有规范性规定。 本报记者 孟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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