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天的曝光里

没有挨过白眼

我们曝光出租车不文明行为已连

续8天了。起初接这任务时，我们几个记

者都觉得头大，因为，这是一个“不讨

好”的活。但事实是，在这8天里，出去

曝光出租车的记者并没有谁挨打挨骂

挨白眼。只是越做到后头，新的“问题”

就冒出来了：之前的哥抽烟、使用对讲

机……出门就能一抓一大把，可到了昨

天，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走遍了出

租车最常出没的大街小巷，却很难抓拍

到几个。

这群的哥可能会开车抽烟、 乱停乱

穿、不系安全带，可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给

你送回忘在车上的手机钱包， 还会为了

马上要生产的孕妇、 断指的男子闯红灯

紧急送医……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

是成都交通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成欢）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施斌 刘涛

摄影记者 刘海韵 王天志

公司召回违规的哥 停车3天

海迅出租车公司经理钟先生： 我们已调出

了监控录像， 发现驾驶员在路口斑马线上确实

停了3分钟，我们将按规定进行处理。

城市快车出租车公司相关负责人漆先生：

公司已召回了当事驾驶员钟林才师傅， 调查属

实后让其写了书面检讨， 并处以罚款1000元和

停车学习三天的处理。

众和出租车公司总经理谢朝富： 首先将对

服务质量考核分进行扣分处理， 然后由部门经

理进行面对面的谈话， 最后再进行服务规范的

培训。

天合出租车公司工作人员李女士：公司

将对违规驾驶员作出停业学习一天、扣当月

安全奖的处罚，并将在公司大会上进行通报

批评。

昨日上午10时起，由天府新区规建局

交通综合执法队联合成都市交委行政执

法大队、交警七分局等多种执法力量组成

的联合执法人员在天府新区丽都街、华阳

客运中心等重点区域展开非法营运整治

行动。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集中整治行

动共出动执法人员80余人次， 重点针对私

家车从事非法运营的问题展开排查， 共排

查私家车辆142台，查获涉嫌非法营运的车

辆7台，现场挡获非法营运车辆1台，查扣电

动三轮车65台。

私家车拉客 最高或处3万元罚款

上午11时，执法人员在华阳客运站附近发

现一台可疑的酒红色起亚轿车，该车在客运站

附近搭载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后，向仁寿方向

驶去，执法人员随即驾车进行跟踪取证。然而

在跟踪过程中，这辆车牌号为川A6XM29的起

亚轿车一路狂飙，最高时速曾达到140公里/小

时，且多次变换车道并穿越道路中间的双实线

超车。

现场挡下嫌疑人车辆后，执法人员第一时

间询问车上乘客，证实了起亚轿车司机向某要

价140元，从华阳客运站运送客人至仁寿高家，

因涉嫌非法营运，执法人员决定对其车辆进行

暂扣处理。

据起亚轿车司机向某向执法人员陈述，其

所驾车辆刚刚购买不久，车价8万余元。执法人

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根据 《成都市客运出

租汽车管理条例》， 起亚轿车涉嫌非法营运，

面临最低1万元、最高3万元的罚款。”

将继续帮“野租儿”找正经工作

据天府新区规建局运输处介绍： 据不

完全统计， 华阳地区目前从事非法营运的

“野租儿”大部分为当地失地农民，由于年

龄偏大、文化程度有限，找工作不易；于是

选择购车揽客， 对当地的交通秩序带来了

极大的影响。

“华阳的出租车起步价为白天4元、夜间5

元；而黑车的起步价则漫天要价，往往15至20

元不等。 但很多乘客还是在打不到车的情况

下选择了黑车， 这给交通秩序及乘客安全带

来了极大的隐患。” 天府新区规建局运输处

执法人员黄敏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去年秋，曾

有一名妇女携儿童乘坐黑车时， 在华阳车站

附近发生严重车祸， 造成车上3人均身受重

伤，在事故发生后，黑车司机无力负担医疗费

用及赔偿款项。

成都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此前，当

地管理部门曾多次说服教育“野租儿”司机，

让部分司机通过培训后成为了华阳客运公司

的驾驶员，但仍有诸多同类群体因嫌工作太累

太辛苦而继续从事非法运营。

“当然，出租车运力不足造成的客观事实

仍不容忽视。”黄敏坦言：华阳地区目前有5家

出租车公司、100多台出租车，这与当地的实际

运力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据了解，当地相关

部门正就此进行论证，并计划向政府建言增加

出租车运能，解决这一掣肘。

天府新区规建局表示， 下一步将定期、不

定期地继续针对非法运营活动进行集中整治。

同时将继续帮助“野租儿”从业人员早日找到

正当工作岗位。

近日， 成都商报连续曝光出租

车不文明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特别是 “打车去十陵不到

10

公里

70

元”及“新会展到中和不打表

40

元、

打表加

10

元” 这样的区域收费潜规

则。市交委表态，有望于年内推出出

租车跨区域经营试点方案， 在双流

率先实现一二圈层融合。

出租车区域收费潜规则的存在，

根源于一个分割的出租车市场。因为

按照有关规定，出租车跨区经营是允

许的，但返程必须空返。这就给出租

车司机不打表而议价提供了合理性。

这不仅带来市民的不便， 产生

个人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它在更

高的层次、更大的范围，导致了市场

分割， 从而带来城市经济利益的无

形损失。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

一个尽可能统一的市场。 分割的市

场，会增加各种交易成本，显然，一

个分割的出租车市场， 与这样的经

济需求背道而驰。

多年前， 分割的出租车市场可

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中心

城区与郊区经济状况有悬殊； 另一

方面，受制于交通等现实条件，一二

三圈层之间也处于明显不同区位。

但世易时移， 如今的成都越来越成

为一个全域的成都， 而不是中心城

区的成都， 各区域出租车市场也不

该继续“老死不相往来”。

市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成都一盘

棋， 出租车市场也需要成都一盘棋。

当然，要统一出租车市场，也存在需

要克服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有关部

门担心会导致车辆向经济发展水平

更高、 出行需求更多的地方集中。至

于每个区县的出租车经营方式、运价

标准不一样，这些可能并非统一市场

的障碍，而恰恰是市场要统一调整的

对象。当然，这里的统一并非一样化，

而是在顺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成

都一盘棋的思维整合出租车市场。

真正的难题，可能是“出租车总

量发展规划和经营权出让归于何

处”，即原来各个区域各自为政下的

利益，如何重新分配。这大约才是出

租车市场长期分割的真正根源。但

无论如何， 区域利益应该让位于城

市公共利益， 而不应该置于城市公

共利益之上———这是统一出租车市

场的最大理由。

核心

提示

05

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

要闻

139辆违规出租接到整改通知书

市交委查处了13名被曝光的哥，其中一名在市区不打表的的哥被罚1000元

编辑 文多

美编 梁琼 校对 诗雯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日前，以“时尚成都，快乐消费”

为主题的2014成都购物节落下帷幕。

本届成都购物节为期两个月，举办了

时尚消费周、 零售品牌商品消费周、

旅游消费周、特色街活动周、外国商

品消费周、文化消费周等六大主题周

活动， 全市200余家企业推出30个亮

点活动。参与商家共接待消费者超过

2200万人次，商家销售超过198亿元，

创历届之最。

198亿元 2200万人次

2014成都购物节刷新纪录

从8月8日至10月8日，参与2014成

都购物节的200余家蓉城卖场开启了

“全城嗨购”模式———1折起的给力价

格，刷卡即享超值优惠，惊喜大奖天天

抽……全城大促销， 不仅让消费者受

益， 也让各参与蓉城商家赚得盆满钵

满。据统计，购物节举办的两个月里，

参与商家共接待消费者超过2200万人

次，商家销售超过198亿元，其中外地

消费者近488万人次，拉动成都旅游综

合增收超过56.3亿元， 活动规模和带

动效应再创新高。

本届成都购物节整合了商贸、信

息、旅游、金融、文化等行业，突出了线

上线下互动、商旅文会结合、深化刷卡

消费、体验消费多元、信息消费纷呈、

打造成都品牌等六大创新亮点， 并且

推动了信息消费等新型消费形式的推

广与普及。

交易金额同比增长99.5%

刷卡促消费 市民得实惠

购物节期间，上“银联钱包”抢优

惠券成了成都市民小任的 “必修课”

———美食满200省80元，6.2元看电影，

购物6.2折，买车票打折……“通过银

联钱包，我在买东西省了不少钱。”小

任说。

让小任省下不少钱的活动是2014

成都为民惠民刷卡促消费活动。26家

金融机构参与， 蓉城国有商业银行和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参与率达到

百分之百。通过刷卡折扣优惠、刷卡送

礼、 刷卡送积分、 刷卡抽奖等多种形

式， 各参与金融机构送出了总价值高

达2000万元的优惠大礼包———消费者

在蓉刷银联卡、 和信通卡和天府通卡

消费，享受刷卡的便利和实惠。

据四川银联数据显示，活动期间，

成都市POS跨行刷卡交易总笔数达

2912余万笔，同比增长42.4%，交易总

金额超过1168亿元， 同比增长99.5%。

其中，百货、超市、汽车和家电卖场等

四大零售业态合计交易笔数超过1590

万笔，同比增长超过30%；单笔刷卡交

易金额超过1260元， 同比增长19.6%。

住宿消费、 餐饮消费类刷卡消费也取

得了较快增长， 刷卡交易笔数同比增

长均超过30%。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多条道路整治

市民出行更方便

麓山大道是一条连接直管区和龙泉驿区

的主要道路，在群教活动中，方便市民出行、提

高沿途管线承载力成为贯穿整治过程中的重

点。 此次麓山大道维护维修工程起于天府大

道，止于成自泸高速底层，长约4.5公里，主要包

括道路断面调整，取消了中央分隔带，形成双

向8车道加双向非机动车道的通行能力， 并对

路基路面病害整治及维护维修，两侧新增人行

道，同步对交通安全设施、路灯、路名牌、公交

站台、垃圾桶等城市设施及两侧绿化景观进行

提升整治。

据了解，在开展群教活动中，直管区结合

自身特点，重点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方便市民

出行的同时，提升产业发展承载力。已先后开

展了华府大道道路提升整治工程、华阳大道维

护整治工程、华新街维护整治工程、益州大道

综合提升整治工程、锦江小学周边新建道路项

目等。

千余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整改落实

活动中，直管区党工委委员联系基层党组

织37个，工作部门对口联系村（社区）党组织

28个，统一选派47名党员干部驻村指导，帮助

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1600余个，整顿提升

13个村（社区）党组织，取消单独行政审批86

项，合并38项，下沉镇（街道）审批服务事项

169项， 着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

里”。1446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和384件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得到解决，“走

基层”、“五必访五必问”、“4321” 台账管理

法、“三下三上” 群众工作法等做法经验已转

为长效措施，事关群众利益问题的反映渠道更

加顺畅、解决过程更加快捷，为民服务的实效

得到明显提升。

干部作风转变

“永远在路上”

直管区各级党组织针对查摆出的1088件

“四风” 问题一一列入问题台账整改落实，活

动期间纪工委牵头开展了13个专项整治，干部

“庸懒散”、服务群众意识差等现象明显好转。

为进一步巩固活动成果，形成长效机制，直管

区党工委围绕转变干部作风、 创新体制机制、

优化政策环境、提升服务水平四个方面建章立

制，从反对“四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密切

联系群众等8个方面制定制度建设计划， 拟修

订5项、 新建39项。 预计今年将制定制度80余

项，各部门、镇（街道）、单位也紧密结合实际，

按照于事简便、 务实管用等原则， 共清理、废

止、修改、新建制度规范性文件各944件、80件、

468件、411件。

直管区相关负责人指出， 要把作风建

设不断引向深入， 全面落实从严治党新要

求，就必须“严”字当头，要巩固拓展活动

成果，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必须使

“严”字成为党内生活新常态。必须把贯彻

群众路线、 加强作风建设融入改革发展的

具体实践中，始终保持专注发展的定力，以

发展成效检验活动实效， 以发展成果惠及

于民，才能真正取信于民，使群众路线得到

最好的贯彻。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摄影报道

两月劲销198亿元

2014成都购物节

圆满落幕

扎实服务群众 当好天府新区“拓荒牛”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直管区抓好教育实践活动打牢国家级新区建设基础

新区生活更幸福

家住天府新区成

都片区直管区的市民

王颖现在每次回龙泉

驿的父母家里都特别

方便，连接两地的麓山

大道经过整治后已经

变成双向8车道的城市

道路，看着两边正在进

行整治的绿化带，觉得

连自己居住的小区都

“沾光” 变得更漂亮。

新区高标准、高速度的

建设成效让她十分惊

喜，加上前不久得知四

川成都天府新区获批

国家级新区，她相信在

新区生活会更加幸福。

施瓦辛格

下月来成都

2014中国成都节能环保产

业博览会将在金堂举行

成都商报讯（记者 袁勇）

成都商

报记者昨日获悉，11月7日~8日，金堂

县将举行为期两天的2014中国成都

节能环保产业博览会，“施瓦辛格·

低碳中国行系列活动” 也将同期在

金堂举行。

据介绍，本届节能环保产业博览

会以“节能环保·低碳示范”为主题，

由中国节能协会主办，中国工业节能

与清洁生产协会、中国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等单位支

持，省环保产业协会、省节能协会等

单位联合承办，国家城市污水处理与

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省环境科学学

会等近20家产业协会（学会）协办。

之所以施瓦辛格受邀出席，是因为施

瓦辛格除了是“银幕硬汉”外，还创

办了R20国际区域气候行动组织，其

目的为了向大家倡导一种低碳环保

的生活方式。

目前，四川省已确定在成都打造

全国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研发、装备

制造及综合配套服务产业基地。金堂

县作为成都唯一的节能环保产业基

地，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节

能环保产品生产、 资源循环利用、节

能环保服务业4大产业集群， 力争

2020年建成规模达到60平方公里，工

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基本形成

“东有宜兴、西有金堂”的节能环保

产业格局。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成都片区直管区（以下简称：直管区）把

教育实践活动作为新区组建后的重要任务，

作为新区建设良好开局和持续推动的有力

保证，以高度的自觉和坚决的态度，领导推

动活动扎实开展。

在充分收集群众意见基础上，对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整

理建起台账，结合新区发展规划，把基础

设施建设助推区域发展、解决群众“最后

一公里”问题和干部作风转变作为重点问

题加以解决，积极主动抢抓机遇，当好天

府新区“拓荒牛”，为建设国家级新区打

牢基础。

天府新区整治“野租儿” 最高罚3万

昨日查获涉嫌非法营运车辆7台 整治同时将帮助黑车司机找正当工作

近期，根据媒体曝光的线索，市交委出

管处在调查后对139辆出租车开出了整改

通知书，执法总队在调查搜证后，已经陆续

查实了13名的哥的违规行为。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交委获悉，执

法总队已经查处了13名被曝光的哥， 其中

在市区不打表的哥王育军领到了金额最高

的千元罚单， 其他被曝光的行为还在进一

步调查取证。

媒体近期大量曝光成都市出租汽车违

规行为， 市交委出管处根据这些线索正在

逐步调查，截至昨日已经对139辆违规出租

车开出了整改通知书。

与此同时，市交委执法总队也实行

多措并举， 大力纠治出租汽车违规行

为。在日常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对出租汽车的巡查频率，从严查处违规

出租汽车司机。在梳理媒体曝光的线索

后， 执法总队也及时安排人员调查搜

证，对事实充分、证据确凿的违规行为，

依据相关法规进行严格处罚。 目前，执

法总队共查处了13名被媒体曝光的司

机，其中，武侯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王

育军因为在市区运营议价不打表，被处

以目前最高的1000元罚款。而其他被曝

光的违规行为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执法总队将根据调查进度实时公布调

查结果。

中心城区出租车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

治行动本月初，拉开帷幕，而这一整治行动

将持续到12月底。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交委

获悉，市交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为期3个月

的整治行动， 重点针对出租车车容车貌及

设施设备、 驾驶员不文明行为以及侵害乘

客权益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力争遏制行

业服务质量下滑趋势， 切实提升成都出租

汽车服务质量。

出租车市场

需要成都一盘棋

□

成都商报评论员

不文明行为在减少 3个小时只拍到几起

10月9日起，为了监督成都出租车行业

服务质量，本报记者走上街头随机暗访，捕

捉出租车的不文明现象。 经过一周多的暗

访曝光，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成都出租车不

文明现象明显减少。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

者再次走上街头暗访， 从13点30分到17点

的三个半小时内， 仅拍摄到几起出租车的

不文明现象。

14时36分，车牌号为川ATR821的出租车

在双林路猛追湾街路口的禁停线上停车上客；

15时37分，三槐树路红星路口，一辆运

总公司，自编号为12360的出租车驾驶员嘴

里叼着烟开车；

15时59分，车牌号为川ATL787的女驾

驶员一边开车一边使用对讲机；

16时04分，车牌号为川ATF997的驾驶

员开车时使用电话。

整治后的麓山大道

昨日，一辆车牌号为川

A6XM29

的轿车因涉嫌非法营运被挡获

车牌号为川

ATR821

的出租车在禁停区违规上客

记者手记

排查

帮扶

整治“野租儿”

不仅仅靠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