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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龙

趁着没活儿， 蒋师傅赶紧在
他的红色 QQ 车里喝口水、 抽支
烟。“春节期间，打车的人比较多，
早上到现在，我一直没闲着，连抽
支烟的时间都没有。 ”蒋师傅告诉
记者。 而车身上贴着一个不大的
“福”字，这就算是过年了。

一支烟没抽完， 蒋师傅的手
持对讲机里就传来了“总台”那边
的声音：有人在附近要打车，要蒋
师傅赶紧到乘客所在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 县城以内，乘
客打车是 5 元，现在油价涨了，是
6 元，但一般称呼我们还是 5 元车
队。 但在春节期间，县城以内，打
车就是 10 元，即便这样，打车的
人仍然络绎不绝。 ”蒋师傅说。

蒋师傅在平时每个月能有
2000 至 3000 元的纯收入，春节这
几天，收入要比平时翻一番。

生意火爆
击溃“正规军”
5 元车队是北京市延庆县的

一大特色， 作为北京市的远郊区
县， 延庆县的居民收入与消费水
平和市区还有着一定的差距，正
规的出租车在延庆县很难赚到
钱。 便宜、快捷的 5 元车队在这样
的条件下应运而生。

延庆县 5 元车队知名度很
高， 甚至还上过北京电视台的一
档收视率颇高的节目。

蒋师傅是延庆一家 5 元车队
的成员， 他所在的车队有几十辆
车。 而在延庆，具有一定规模的 5
元车队还有好几家，鼎盛时期，车
队曾达到过 10 多家。 早在 2010
年的时候，有人就曾做出过统计，
延庆 5 元车队的出租车不少于
300 辆，两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只
增不减。

记者跟随蒋师傅到了一个小
区的一栋单元楼下， 一位女士带

着孩子正在楼下等着。 上了车之
后， 该女士告诉记者：“正要带着
孩子去拜年， 自己没有车，5 元车
可以直接到楼下， 拉着年货就去
拜年了，很方便。 ”

“寒假和春节是我坐 5 元车最
多的时候， 送孩子学英语再加上
拜年，确实很方便，而且便宜。 ”该
女士边说边笑。

在跟随蒋师傅的一个小时
里， 蒋师傅果然连抽支烟的时间
都没有，连着接了 5 拨乘客。

在延庆，正规的出租车很少，
对于正规的出租车来说，一天 200
多元的“份子钱”在延庆根本赚不
出来。 而在延庆试点的电动出租
汽车，价格比 5 元车稍高，由于担
心没电，轻易不出县城，竞争力也
比不过 5 元车队。

常年在北京市区开出租的李
师傅告诉记者， 在北京开出租的
延庆人应该有 7000 人左右，如果
能在延庆开出租赚钱， 谁还愿意
跑到市区来。

5 元车队的司机很会做生
意， 蒋师傅每送完一个乘客，在

乘客临下车前， 都会给乘客一张
名片，上面留有电话。“别小看这
样一张名片 ， 带来了不少回头
客。 ” 蒋师傅说这话的时候显得
很得意。

期待拿到营运许可
尽管百姓很需要， 但 5 元车

队在官方看来，仍然属于“黑车”
序列。 因为 5 元车队的汽车都是
私家车。

包括蒋师傅在内的司机都希
望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身份， 成为
合法的出租车。

在延庆，这些车队的车身上打
着醒目的广告， 印着 24 小时便民
服务热线； 每辆车里有对讲机，随
时跟队里的“总台”联系，方便队里
派活儿。 当然，车队提供的这项服
务不是免费的，一般来说，车主们
每个月要缴纳不高于 300 元的“份
儿钱”，车队不同，收费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的规
模越来越大， 经营方式也越来越

“正规化”。 只不过没有到工商注

册而已。
事实上，这些 5 元车队很难从

工商部门拿到出租车的营运许
可， 因为北京市在几年以前就已
经暂停对出租车公司核发营业执
照了。

早在 2005 年， 北京市交通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北京市的
出租车数量已经达到 6．7 万辆，趋
于饱和状态， 今后北京将不再增
加出租车数量。

没有合法的外衣， 问题就会
出现。 延庆第一中学的一份调查
报告显示，“5 元车队” 的运营模
式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集中表现
在乘客和司机没有相关的保障。
如何在剥落“出租车公司” 高额
“份儿钱”的同时，保证出租车司
机和乘客的合法利益呢？ 需要政
府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服务管
理措施， 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合法
利益。

这已经不仅仅是延庆县的问
题了， 北京其他的一些区县如平
谷、通州，这种类似的 5 元车队也
开始出现。

北京延庆：5 元车队期待合法“名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回家过年的张伟没有想到，
在回家最后一个环节上， 他一如
既往的被“加倍”收费了。

“从成安县城老汽车站到我
家郑家庄，平常固定票价 4 元，今
天司机竟然要价 8 块钱！ 说是春
运，涨价 100%。 真是太贵了。 ”说
起多花的 16 元路费，张伟显得十
分生气。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
当地每年春节都有类似现象，此
前虽进行过整治， 但总会死灰复
燃。

春节涨价成“惯例”
根据张伟反映的情况， 记者

亲自前往河北省成安县核实。 在
该县县城汽车站前记者上了一
辆成安—北皋的城乡短途公交，
售票员开口要价 8 元，1 小时后，
从郑家庄村口前乘车返回成安
县城， 另一个司机同样要价 8
元。

在往返的过程中， 一位仍需
父母抱着乘车的 3 岁女童， 同样
被收取了 8 元的成人票价。 而往
常， 成安—北皋的公交车是实行
统一票价，成人票 4 元，儿童票 2
元。

当记者询问售票员涨价的原
因时，售票员称因为春运，而再问
及有无相关文件时， 售票员笑称

“是上边定的价格”。
城乡短途公交能否在春运期

间涨价？ 涨价是否合理合法？
为此， 记者专门致电该县物

价局， 县物价局监督检查分局一
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国家
法律规定， 无论是县城的公交车
还是城乡短途公交， 春运期间一
律不允许涨价，一经发现，必将重
罚。

据了解， 成安县公交分为在
城区运行的城市公交和往来城
区、 乡镇的城乡公交， 各由两家
公交企业经营。 由成安开往北皋
的城乡公交只有一条路线。 据业
内人士透露， 两者基本采取个人
承包经营的模式 ， 车主购买车
辆， 挂靠公交公司， 公司收取管
理费。

据该县交通局运管科工作人
员介绍， 成安县开往北皋镇的城
乡公交车公交票价由物价部门核
定， 价格为 4 元/人次。 但近年春
节， 都会发现城乡公交车存在私
自涨价的现象。

春节期间，司机的工资翻倍，
洗车费用也上涨，部分承包人便
私自涨价，“因为是节日，乘客也
不会有太大的反感。 ”成安县交
通局相关人士表示，公交票价由
物价部门核定，执法权在物价部
门。 每年春节都有类似现象，但
由于是假期，物价部门又没有拦
车执法的权力 ， 检查有一定难
度。

一位业内人士称， 春节涨价
是承包人个人行为， 因为城乡公
交以前是个体经营， 存在春节涨
价的“惯例”，公司化改造后，被部

分公交车承包人延续至今。
“其实，‘城乡公交’ 并不姓

‘公’”，成安县一位当地居民告诉
记者，“我小的时候这条公交路线
就存在， 当时是属于邯郸地区运
输公司第三公司， 后来进行公司
改造，因政府财力有限，只能采取
市场化手段，由民企经营。 但后者
也无力购买大量车辆， 便由个人
购车后挂靠邯郸市运输集团，也
就是改名后的邯郸地区运输公
司。 ”

“黑车”趁春节露头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 不断

有人反映，春运期间，成安县的黑
车运营更加普遍， 范围遍及全县
各地，时间从早到晚，车型从轿车
到面包车各式各样。

根据爆料人提供的线索，记
者佯装成返乡旅客， 很快找到了
位于成安县汽车站路边的一个黑
车聚集点。

记者数了一下， 此聚集点已
经聚集了 5 辆普通家用汽车，都
是从成安县往返邯郸市区的黑
车， 每位乘客收费 20 元， 拉满 5
位乘客就发车。

一位在附近开小店的店主向
记者透露， 这个聚集点已经持续
好几个月了， 每天都有旅客在此
乘车前往邯郸或包车去往周边乡
镇、县城，“这几天春运，每天旅客
很多， 小汽车每天都往返好几
次。 ”店主说。

据了解，除了这个聚集点，在

成安县城去往周边乡镇、 县城的
路上不时还可以看见一辆辆揽客
的 8 座面包车， 这类揽客的黑车
车玻璃上都放着很明显的招牌，
如“北皋—成安”、“成安—临漳”
等字样。

“到哪里？ ” 一名穿着黑色羽
绒服的司机前来问记者和朋友。
“到郑家庄，多少钱？ ”记者回应。

见到有生意， 司机赶快前来
招呼，说票价是 8 元。 而到郑家庄
的正规票价才 4 元， 记者问能否
少一点，该司机回答说，到那儿都
是 8 元。 现在过年， 大巴都涨价
了，我这个收费是跟着他们。

最后，记者以每人 8 元的价格
付钱。

一辆五菱面包车开过来装
客。 记者发现这辆载客 8 人的面
包车，后备箱塞着满满的行李，车
上两排座位已经坐满了 8 人，3 男
4 女加 1 个小孩。 而此时，司机又
联系了两个客人。

见记者两人要上车， 师傅马
上让前排座位的 3 名成年客人挪
挪腿， 让记者与朋友挤到后车厢
第一排客人对面的一个自制长条
板凳上去坐。 记者不管怎么坐，总
是会挤到别人的大腿， 面对面的
两排乘客都觉得很挤。

值得关注的是， 记者在当天
的暗访过程中， 没有一位旅客提
出查看该车是否有营运资格，也
没有问是否购买保险等， 而且也
没有旅客提出超载的质疑。

然而，当这些“黑车”一旦发
生事故，责任由谁来负？

打工者回家路费“被升级”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城乡公交不姓“公”，春节票价翻倍涨

统计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中国公路、水路运送旅
客 3.99 亿人次，民航运输旅客 642.1 万人次，铁路运输旅客
已超 1 亿人。 2 月 15 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山东省公路、
铁路、轮渡、民航均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了解到，长假
期间， 山东交运集团所属 7 大长途客运站共发送旅客 33.7
万人次。 16 日当天，济南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 28 万人次。 16
日起至 2 月 18 日 , 济南铁路局日预售票量均达 20 万张以
上,是铁路客流量最为集中的高峰。 2 月 19 日至 23 日,将进
入学生客流高峰。 2 月 16 日,渤海湾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截
至 19 时,已发送旅客 9000 多人次,运载车辆 1300 多辆次。济
南国际机场客流量从 2 月 12 日开始明显回升 ,16 日当天预
计进出港航班 238 架次 ,预计运送旅客 2.3 万—2.5 万人次。
从 2 月 9 日至 2 月 14 日,济南机场共运送旅客 11.6 万人次。

迎高峰，享高速免费通行

春节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也于 15 日晚 24 时
结束。 当日，记者从济南驾车返回烟台市，尽管车辆几乎将
各路段占满， 但行驶依然比较畅通， 除个别路段行驶缓慢
外，全程基本可以保持每小时 80—100 公里的速度行驶。

记者抵达高速公路福山收费站时发现，收费站出口开通
了 2 个免费通道、一个停车收费通道以及一个 ETC 专用通
道，进出车辆均可快速通过，并无车辆滞留现象。

福山收费站中队长赵英杰表示， 将在零点收费前两到
三个小时提前给进入高速公路的车辆发卡。“车辆拿到卡片
之后如果在零点之前下高速依然免费； 如果在零点之后下
高速将按照卡片上的记录收取高速费。 ”赵英杰说，“因此，
司机师傅在拿到卡片之后可在凌晨前选择就近的收费站先
离开高速以领取新的卡。 ”

学生、务工流叠加现象有所减少

渤海湾烟台海域有春运航线近 20 条， 包括烟台至大连
等 3 条省际航线、蓬莱至长岛等 3 条陆岛航线以及长岛至庙
岛等 10 多条岛岛航线， 海上春运任务艰巨。 烟台港春运首
日，记者来到北马路客运站时看到，这里人不多，候船厅里还
有许多空位。在售票窗口旁，来自临沂的高远显得十分开心，
他和女友约好一起回东北老家。“今天虽然是春运第一天，但
船票还是很好买的，排了 2 分钟就买到了。 ”高远高兴地说。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春节比去年晚 18 天， 春运开始前
大部分院校已经放假，学生大都已经离校回家，节前客流以
探亲流和民工流为主，客流高峰期则出现在节后。 ”

烟台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科长王新国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春运主要为务工人员返
乡，学生流、务工流集中叠加现象较往年有所缓解；节后学
生流、探亲流和务工流较为分散，运输压力相对较小。 今年
春运客流主要以学生、务工、探亲、旅游四个客流群体为主，
客流高峰主要分为民工返乡、学生放假、探亲旅游、务工人
员回流、学生返校五个重要时段，客流高峰出现在农历腊月
二十三至农历腊月二十八，农历正月十五、农历正月十六两
个时间段。

实时监控确保“平安春运”

在烟台海港码头， 记者看到海事部门正对承担渤海湾
烟台至大连航线运营任务的“渤海玉珠”大型客滚船进行检
查，查找船舶技术方面、应急设施保养和船员实操能力等方
面的问题。 烟台海事局副局长王全作对记者说，春运前，烟
台辖区内 23 艘省际客滚船、21 艘陆岛运输船已通过安全

“体检”，共查纠各类安全隐患 96 项，所有春运客船安全性
能及船员技能水准满足“平安春运”要求。

记者在烟台港区海事处视频监控指挥中心电子大屏幕
上看到， 海事部门利用电子监控对辖区各处客运港口船舶
实行监控，保障渤海湾通航水域和航道安全畅通有序。 为应
对春运期间可能发生的海上突发事件， 当地相关部门还在
烟台辖区部署了多艘海事巡逻船艇、 多艘专业救助船及数
架救助飞机。 针对目前莱州湾冰情可能给春运造成影响的
情况，当地海事部门联合港口、引航、航标等部门制定了防
抗海冰工作预案，并加强辖区内冰情预警、现场巡查、实时
监控等工作。

春运高峰
不那么挤

本报记者 蒋皓

学生流、探亲流和务工流较为分散，
运输压力相对较小

受百姓欢迎，无营运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