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车不打电话

手机成了传呼机

城市快车自编号07821驾驶员，全敏。今

年7月，在他42岁的这一年，成为成都一名出

租车司机。

出车之前， 他会好好地给搭档做一个

“体检”：轮胎胎压正不正常、车身所有灯是

否正常工作。收车时，他还会再绕着车看两

圈，确保车子好好的，才会交给另外一名出

租车司机。

“好的车况是对自己和乘客负责。”全

敏说，在路上跑，安全最重要。注意安全细节

是生财之道，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为排除可能的安全隐患，开车这么久以

来， 他几乎不会在营运过程中接打电话。开

车时如有电话打过来， 他会在营运结束后，

将车停到合适的位置再给别人回电话。家里

人都习惯了他不能及时接听电话，常常开玩

笑说，现在手机如此普及了，但全敏的手机

几乎不是手机，就当是一个传呼机了。

为了给乘客一个良好的乘车环境，为了

乘客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在营运过程中不

管人再乏，全敏从来都不在车上吸烟，遵守

交通法规，安全行车，规范服务。

进入出租车行业以来，全敏从没有受到过

投诉，没有违章违规记录，更不要说事故了。

捡到东西不犹豫

客都不拉直接送还

全敏常会遇到忘记自己的随身物品的

乘客。

9月27日， 全敏按往常一样出车营运。乘

客王先生和朋友聚餐后搭乘出租车回家。因

下车匆忙，钱包遗落在车子前排椅子下。一开

始，全敏也没有发现，又送了一个乘客到火车

北站。到站后，他照例收拾了一下车内卫生，

才发现椅子下有一个钱包。

钱包都没有打开看一下，全敏就拨通了

城市快车公司的值班电话。“报告， 我捡到

了一个钱包，马上送回公司”。在火车北站，

到处都有招手的乘客，但全敏停都没停地就

赶回公司，和工作人员一起打开了钱包———

里面有身份证、银行卡、现金1500多元。公司

工作人员通过钱包内的一张保险卡片，找到

了失主。钱包失而复得后，失主王先生连声

道谢。

开出租车3个月以来， 他还曾经在车上

捡到两个手机，都第一时间专程开车把手机

送还给乘客。也有乘客说给他一些钱，就当

是车费，但全敏都拒绝了。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昨日， 成都商报上刊登了一些不文

明行为的出租车， 这些出租车所属公司

负责人纷纷表示会加强驾驶员的教育，

提高出租车服务质量。

众和公司总经理谢朝富：

对于见报的驾驶员我们已经查到是

谁了，我们马上约他谈话。公司会坚持教

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根据他的态度

进行相应处罚。

宏远公司服务质量科科长吉先生：

对驾驶员的错误行为，一经查实，我

们会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 包括停业整

顿学习等。对于处理结果，我们会在月底

向全公司驾驶员通报。

春雨公司行政管理经理邓雁南：

出租车驾驶员的服务质量问题，我

们一旦查实， 将对这些驾驶员作出停运

学习的处理。

运和公司管理人员杨德坤：

在行车过程中抽烟是绝对不允许

的，一旦查实将进行扣分处理。驾驶员如

果把20分扣完，只能重新学习、重新考试

才能再上岗了。

康福德高公司相关负责人胡安全：

对于这些驾驶员我们将按规定处以

停车学习的处罚， 希望通过处罚让驾驶

员认识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成都商报记者 刘涛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昨日，记者在大慈寺、水碾河附

近随机采访了多名市民， 出租车给

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但也有不

少的烦恼。在严师傅看来，他希望出

租车可以开得更稳当些， 遵守交通

规则，这样也会更有效率。

在路上开私家车的很多驾驶员

都格外注意路上的出租车。有5年多

驾龄的严师傅， 来到成都开车有点

虚。“车多是一方面， 除了大卡车、

运渣车、 电瓶车外， 最担心出租

车。”严师傅说，大卡车这种白天在

路上见到的几率较低， 电瓶车就算

再开得凶， 也都是靠着非机动车道

走，他开车不太靠边就行了，可是出

租车和他的私家车在路上是经常并

行的。

严师傅表示， 出租车驾驶员开

得都比较熟练，所以速度比较快，往

往见缝插针，“可能也是为了多拉

客吧。感觉挺危险的，稍不注意就会

擦上。 尤其我这种对成都路不是很

熟的人， 犹豫之间就可能出点小事

故。”

周游也在成都开车5年多了，他

印象最深的就是出租车为了载客下

客而突然变道，“特别是在比较窄

的巷子里面，出租车临时停车，让后

面的车措手不及。”周游说，在郊区

还更严重， 因为出租车师傅知道哪

里没电子眼。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实习生 张雅文

昨日，市民赵先生向成都商报热线反映，

自己家住十陵街道，就在三环边上，距离上班

的双林路不足10公里。 但由于十陵街道属于

龙泉驿区，每次有急事从成都市区打车回家，

都无法“享受”打表的待遇。“感觉出租车司

机都是随口喊价，最低坐过60元，最高也坐过

90元，还爱走不走的态度。”赵先生称，议价

的话，费用要比打表贵一倍甚至两倍。

赵先生称， 十陵街道附近打车的人，空

车不愿往那里跑， 成都城区的出租车去十

陵，基本不打表只议价。所以每次出行时，很

多市民选择赶公交车或坐三轮车到三环内

再打车，十分麻烦。

记者调查

“都是70元，我们不讲价”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尝试使用电召

方式联系出租车，对方听说要到十陵，果断

表示，“不打表，都是70元，我们不讲价。”

13时许，记者从市二医院门口又随机拦

了一辆出租车（车牌号川A� TF649)。

“到十陵街办？都不打表的，70元，我收

得算比较便宜了，别人都是收80元。”这位

的哥表示，十陵属于龙泉驿，因而可以打表

收费。不过，他告诉记者，一般从十陵回来能

打到打表的出租车，“回城的都是成都过去

的车子，顺路捎客回来，去的时候肯定是议

价，已经把钱收够了。”

在车上， 的哥一开始没有扣表计价，他

几次强调自己收得最便宜，“更便宜的除非

他就住在十陵， 顺路回家捎你才给你打

表。”走了一会儿，他像想起来什么一般，插

卡把计价器关了，并把“空车”的标牌扣了

下来。

走到三环附近时， 的哥笑道，“前面那

个桥就是界限， 你到这边我就给你打表，一

过这个铁路桥，就得议价了。”

抵达十陵街办前， 的哥给记者打了100

元的发票，“不晓得你报不报得到， 真的肯

定是真的。你要啥子，能提供的我尽量都给

你提供。”他称，十陵街道上的车主要是成

都城区的出租车在跑， 龙泉驿的车倒是也

有，但是少，进成都城区至少80元。

半个小时后，记者在十陵街办拦到一辆

成都城区的空车，表示要回市二医院。上车

后，这位的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插卡启动

了计价器，然后扣下了“空车”标牌。显然，

在此之前他也是将计价器关了的。

抵达市二医院后，计价表显示费用为25

元，路程9.5公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的

哥都没有系安全带。第二位的哥只在经过一

个路口时， 将安全带扯出来轻轻搭在身上，

假装自己系了。

热线反馈

去区县？“就这价，随你咋整”

昨日热线开通后， 市民纷纷致电

86613333-1讲述了自己的打车经历。市民刘

先生称，曾因急事在华西医院打车去龙泉驿

中心，司机议价为200元，后来刘先生临时改

变了目的地，去十陵。

抵达后，的哥要求收费160元，刘先生

觉得贵了，就与其讲价，但的哥坚持不让

步，最后只肯降10元，并称“就这个价，随

便你咋整。”最后，赶时间的刘先生只好

自认倒霉，憋了一肚子气付款150元，并打

了举报电话。刘先生表示，虽说目前成都

到区县都要议价，但感觉有些的哥完全就

是漫天要价， 遇到急事又非走不可时，真

是让人怄气。

此外，还有不少市民拨打热线，讲述自己

打车遇到的闹心事儿。住在南门的宋女士称，

以前是过了天府五街有条河， 河对面就是华

阳远大都市风景，打的过去要议价，现在似乎

过了天府四街就要议价了，感觉很混乱。

胡女士称，自己春节晚上12点过从机场

打的到锦江宾馆，的哥都不打表，全部都是

一口价，“司机说节假日期间， 没有加班工

资，肯定要涨价。”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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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对讲机边开边聊

单手扶方向盘挂挡位

针对城区出租汽车的不文明现象，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继续走访街头， 随机

暗访。

10

时许

成都商报记者在建设南

二路坐上车牌号为川ATZ766的出租车。

记者上车后不久， 驾驶员就拿起放在下

方的对讲机开始与同事聊起来：“你走

到哪儿了呢？”从建设南新路、新鸿路到

猛追湾街电视塔路口， 沿途除了经过十

字路口， 该车驾驶员的左手都一直拿着

对讲机，并将对讲机放在嘴边，剩下右手

单手驾驶，操作挡位和掌握方向盘。

14

时

30

分许

成都商报记者在红

星路二段坐上长江公司车牌号为川A-

TA160出租车，发现驾驶员未系安全带。

14

时

49

分

一辆蓉城出租车公司，

车牌号为川ATM755的出租车停在路口

等待红灯，驾驶员没有系安全带。

14

时

54

分

一辆服务公司自编号

为07632的出租车驾驶员停下车来等红

灯，先是向窗外吐了一口痰，紧接着就摸

出一支烟抽起来，绿灯亮起时，他用左手

夹着香烟将车开走了。

15

时

20

分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二

环路科华北路路口看到， 一辆车牌号为

川ATR847的出租车在王府井百货门前

的非机动车道上停车下客。

15

时

26

分

车 牌 号 分 别 为 川

ATE199、 川ATK571的出租车在二环路

内侧慢车道上右转。

70元？打表为25元

从市二医院去十陵街道办， 记者先

后问了两个的哥，都喊价70元。回市区时，

出租车打表显示路程9.5公里， 费用为25

元。出租车司机称，回来时打表是因为去

时“已经把钱收够了”。

空返？返程违法拉客

允许出租车跨区经营不打表而议价， 但返

程须空返，绝不允许在其他区县上客。可据第一

位的哥介绍，拉客回市区的出租车“都是成都

过去的车子，顺路捎客回来”，而记者所乘返程

出租车，也是市区出租车。

议价？爱去不去

记者询问的第一位出租车司机，

在报上70元的价格后， 还特意表示

“我们不讲价。” 而不少市民也反映，

感觉出租车司机喊价后，还是“爱走

不走的态度。”

入行3个月 送还乘客两部手机

两部手机、 一个装有1500元现金

的钱包……才当出租车司机3个月的

全敏，每次发现车上有乘客遗落的物品

都用最快速度归还，这让他在公司里小

有名气。

司机严师傅：

希望出租车行驶过程中更

稳当，毕竟道路资源是大家的，

大家都慢一点， 才能更安全更

有效率。

司机周游：

印象最深的就是出租车为

了载客下客而突然变道， 特别

是在比较窄的巷子里面， 出租

车临时停车， 让后面的车措手

不及。

出租车师傅

请开稳当点

出租公司：

将对不文明驾驶员教育处罚

私信@成都商报

拨86613333-1

曝光差的哥

分享好的哥

打车途中，您是否遇到

过以下不文明的情况？欢迎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电话

86613333-1，讲述您的遭

遇，一起曝光出租车行业存

在的不文明现象。

1.运营过程中，特别是

出租车司机驾驶过程中，对

讲机的不文明使用情况，如

对讲机使用过程中存在大

量粗话、脏话或用对讲机辱

骂乘客等现象。

2. 出租车司机运营过

程中抽烟的情况。

3. 成都市城区出租车

司机三环外不打表现象。

4. 成都市城区出租车

车内环境差的情况。

5. 成都市城区出租车

未在规定上下客点定点停

车的现象。

如果您曾遇到过文明

素质高、业务能力强、视乘

客为亲人的优秀出租车司

机 典 型 ， 也 可 以 拨 打

86613333-1，分享您的经

历。此外，您也可通过私信

@成都商报 新浪官方微

博与我们联系。

记者从市区乘出租车前往十陵，

9.5

公里司机喊价

70

元

川

ATK571

出租车侵走非机动车道

川

ATE199

出租车侵走非机动车道

川

ATD519

出租车司机路上抽烟

川

ATM755

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

川

ATF408

出租车在斑马线下客

川

ATZ766

司机开车时用对讲机（刘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