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租车是反映一座城市文明形

象的移动窗口。为了让这扇窗更加

明亮，11月底，我市针对出租汽车行

业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治行

动。怎么整治的？整治效果如何？

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新闻追问
问交通

原因

多种因素连锁反应
B

采访中，不少出租车司机反映，这种乱象的原因，
跟出租车行业收入低了有关。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
连锁反应。司机收入降低——人员流动性增大——入
门标准变低——服务质量下降。为了拉客，司机主要
靠“抢”，各种乱象由此而生。

“一天12小时，一个月不休息，也就是4000多
元。”提到开出租车的收入，大多数司机表示，勤快点的
司机，基本也就是这个收入。还有的则表示收入更少。

城顺出租车公司司机李师傅，开出租车3年。他
说，每天他一般都会开100至200多公里，工作时间12
至13个小时，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根据市客管处提供的一组数据，2018年，我市城
区共有656台出租车，2019年和今年持续减少，目前
拥有456台出租车。

市交通局客管处彭科长介绍，一个出租车司机月
收入在2500元至4000元。这个收入水平十年未变，
随着现在物价上涨，出租车司机表示，从原来“可以养
活一家人，到现在只能顾好自己”的水平。

出租车司机招人难，慢慢放低了标准，一些进城打
工的人加入到出租车司机的队伍，导致出租车司机素
质参差不齐，加大了管理难度。

采访中，还有不少司机将出租车乱象归结到不合
规的网约车上。一名司机说，不合规的网约车一是不
用办证，二是不用交税，三是不用受到交通主管部门的
约束，四是高峰期可以加价。而这些，出租车一样都不
行，出租车司机除了受上述约束，还要经常回公司开
会、培训，在成本付出上，两种方式明显不对等。

看到不守规矩的黑车赚得多，部分出租车司机干
脆转行去开网约车，留下来的受到影响，也开始从守规
矩到不守规矩，于是拒载、议价、拼客、绕道、服务质量
差等乱象就纷纷冒出来了。

“出租车不打表，拒客、宰客的现象是咸宁文明
窗口的一块污渍！”22日，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每
当逢年过节，市区出租车司机就借此为由不肯打表
甚至肆意加价，如果市民稍加拒绝，司机就直接拒
载。

“以前每次来到咸宁，一出高铁站，就有一大群陌
生人拉着我往他们车上拽，让我感觉很害怕。”湖北科
技学院学生小徐认为，咸宁是一座山青水秀的靓丽城
市，但部分出租车扎堆抢客的现象影响了城市的美誉
度。

此外，咸宁火车站、汽车站附近“黑车”泛滥也屡遭
诟病。

“有一次，我刚从高铁站下车，就被拉上了一辆没
有上牌的私家车。”市民孙先生回忆称，这辆私家车一
连闯了三个红灯，让他心惊胆颤。更可怕的是，他还听
说一些非法营运车辆存在半路涨价甚至甩客等恶劣行
为。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表示，咸宁火车站、高铁咸宁北
站、城铁南站等旅客聚集的地方，出现一些不打表拉客
的出租车和非法营运的“黑车”，给外地游客留下了不
好的印象。

A 乱象

拒客、宰客等行为抹黑城市形象

日前，咸宁交警开展的“机动车礼让斑
马线”整治动真格了。记者了解到，今年7
月，城区5处地方启用不礼让行人抓拍系统
后，礼让斑马线的现象明显增多，交通秩序
也有明显改善，但还是有部分驾驶员不遵守
交规。据统计，截至目前，该系统已经抓拍
了7753起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
为。一时间，“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成为咸宁
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行人：礼让斑马线形同虚设

市民赵女士家住银泉大道，在温泉中心
花坛附近上班，一直是公交出行，自然少不
了和过街斑马线“打交道”。

“肯德基门口正对着的那个过街斑马
线，每天车流人流巨大，过街行人大多都是
等车过去了，才能走。”21日，赵女士说，除
了私家车，一些摩托车和三轮车经过斑马线
时也很“牛气”，尤其是一些骑摩托车和电动
车的市民，按着喇叭就冲了过去。

家住书台街的孙女士告诉记者，她每次

去单位都要步行过马路。“单位在对面，斑马
线也有，不过没红绿灯。记得有一次，我过
马路，走到一半，就听到一阵阵喇叭声，有辆
轿车从博仁中百仓储开过来，开得挺快。当
时离得还挺远，我以为对方会减速避让，我
也就没停，可没想到那车丝毫没减速，直到
离我还有十几米才一个急刹车，吓得我出了
一身冷汗。”孙女士说，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轿车刹住后，司机非但没有歉意，反而摇下
车窗破口大骂，这让她很委屈。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市民或多或少
都有着类似赵女士、孙女士的遭遇。“现在的
斑马线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哪有停车让行人
的？”市民李先生说，他曾在长安大道万达广
场门口目睹过一次车撞人的交通事故，由于
机动车速度过快，过斑马线不减速让行，将
斑马线上正过街的两名行人撞倒在地。

不少市民呼吁，对于礼让斑马线，一方面
是车辆驾驶员应当养成文明行车的观念，另
一方面也需要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宣传与查
处并举，才能真正促进问题的解决。“希望广
大车主，包括摩托车和电动车车主，快到斑马
线时，尽量开慢一点，让行人过街别再那么
难，别让斑马线形同虚设！”市民周先生说。

私家车主：车让人，人也要守规矩

既然有明文规定，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要罚款记分，那为何还有那么多司机明知故

“抢”呢？
记者采访了多位司机，他们给出的理

由是赶时间、油耗大、后车催、给行人“让”
起来没完没了怎么办？更有司机直言，“反

正也没人查！”
的士司机张师傅表示，有时候他也想让

行人，但后面的车不给他“机会”。“有时候遇
到一些老人或者孩子过马路，我也会减速避
让，但还没等车停下来，后面的喇叭声就响
了起来。大家都不让，都不停车，我也就跟
着一起过了。我觉得避让行人这种意识应
该常态化，如果大家都能有这种意识，后面
车别催，前车让行起来也更加心安。”

经过这段时间的整治，越来越多的车
主自觉加入，让“车让人”成为街头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不过，在“车让人”的文明风
尚盛行时，行人的文明交通意识也有待进
一步加强。

司机何女士告诉记者，在开车时她都能
严格做到礼让行人，但不少路人的行为却让
她有些郁闷。“有次在一个车流量很大的路
口，我停下来让行人，可我发现有的行人一
边过马路一边玩手机，还有的嘻哈打闹，都
走得特别慢，大有一种人行道是我家的感
觉，我当时看到还是有点气愤。”

司机吴先生也认为，虽然和机动车相
比，行人处于交通中的弱势，但还是必须严
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把马路当成自己的
家。“无论是机动车还是行人都是交通道路
的参与者，在公共区域，大家应该相互体谅
理解。比如汽车已经停下来礼让时，行人应
尽量加快步伐，也是对车主好心的回报。这
样城市的交通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交警：处罚＋宣传，让“车让人”常态化

斑马线上，到底应该是人让车，还是车

让人？“当然是车让人，这点毋庸置疑。”23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区大队负责人在采
访中表示，机动车遇有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
驶，遇有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
行，“不过，在现实中，大部分驾驶员对于路
段中的斑马线并没有采取减速、让行等措
施，这主要是由司机对交通法规认识不足，
以及文明出行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

在玉泉街与咸宁大道十字路口执勤的
交警告诉记者，有些司机想当然地认为，机
动车作为城市道路的“主流”，理所应当的享
有优先通行权，即便在过街斑马线上，行人
也应该看机动车的“脸色”行事，“这种认识
是非常错误的，在斑马线上，行人才享有第
一通行权，车辆经过时必须减速、停车避让，
但行人在过马路时也不应将法律赋予的权
利无限放大。”

交警表示，行人在通过斑马线时，应该
尽快通过，不应长时间逗留，更不能做与通
行无关的事，“下一步，交警部门将进一步加
大这方面的宣传和处罚力度，提升驾驶员的
安全文明出行意识，真正让‘礼让斑马线’这
一行为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常态。”

同时，礼是相互的，车辆礼让行人，既是
法律要求也是文明所在，而行人有必要在这
种礼让中更加文明，让礼让斑马线成为城市
文明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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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礼让斑马线成文明风景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网民爆料来源：咸宁新闻网）

铁棚遮挡视线影响出行
网民爆料：
通城县目前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而县中

医医院南门分院附近路口有一铁皮棚子存在了
很多年，很遮挡视线，影响附近居民出行，希望有
关部门尽快将棚子拆除，清除安全隐患。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通城县城管执法局有关工作人员

回复称，经该局违法建设管控中队城东片区工作
人员调查核查，情况属实。经查，户主2000年在
老中医院小区搭建铁棚，建筑底面积约为20㎡。
此处已列入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建设问题责任清
单。该县2020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已全面开工
建设，发现存在有违建拆除、强电线路迁改、空闲地
使用等问题严重影响工程施工进度。该局将根据
《通城县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实施方案》的责任分工，
对照问题采取措施，并在规定时限内逐一落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国道边的交通安全如何保障？
网民爆料：
崇阳县白霓镇杨洪村葡萄园附近106国道上

交通事故接连不断，路过车辆车速非常快，群众
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本月17日又发生了一起惨烈
车祸，希望相关部门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联系网民“曾先生”了解详细

情况，该网民是崇阳县白霓镇杨洪村人，所反映
的道路为G106国道白霓杨洪村葡萄园路段。葡
萄园的小路与国道交叉处有一陡坡，摩托、自行
车、汽车等行驶至此经常需加速冲过。

崇阳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该路段农
田内建了葡萄园大棚，新设的一条生产小路，该
小路与国道交叉处为一上坡平交路口，在国道行
驶的车辆速度较快，因大棚遮挡造成视觉盲区容
易形成安全隐患。

针对该网民的问题，目前，崇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已在葡萄园小路上增设减速带，并在
G106国道白霓杨洪村葡萄园路段两侧设立爆闪
灯和警示标牌，对来往车辆进行提醒。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慢性病补贴怎么办理？
网民爆料：
近日，一咸安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

帖反映咨询，家中老人60多岁了,年纪较大，又患
有高血压，现在每月医药费得大几百。听说高血
压可以办理慢性病补贴，想咨询有关部门需要些
什么资料。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采访咸安区医疗保障局相关

工作人员得知,申报高血压病需要满足以下条
件：参加了咸安区城镇居民医保并按时缴纳了医
保费；患有高血压病且近三年在二级及以上医院
住院治疗此病；申报资料能够满足以下条件之
一：高血压病的待遇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高
血压（极高危），待遇为每年基金最高报销2250
元；第二类为Ⅱ级高血压，待遇为每年基金最高
报销1200元。

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病人或亲属将病人
的近三年在二级及以上医院的住院病历复印件
原件（盖有医院公章）及门诊病历原件送往所在乡
镇的医保窗口登记，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由医
保局组织医疗专家对提供的资料对照准入标准进
行评审，经专家评审后确定的病种享受相应的慢
性病待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渔民退捕是否有社保？
网民爆料：
我是通山人，家里父亲说，村里通知不到60

岁的人，家里渔船是红色牌子的可以一次性交3
万块钱，60岁后可以每月领1000元，之前交的社
保钱也可以退回来，想问下是真是假，还是村里
又乱收费。

记者调查：
就此问题，记者咨询通山县农业农村局相关

工作人员得知，根据通山县退捕养老保险政策，
截止2020年7月31日，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退捕渔民，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及以上的，
统一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男未满60周
岁、女未满55周岁的，可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缴费补贴标准为2000元/年，补贴年限
为10年。

像该网民的父亲属于未满60周岁的退捕渔
民，且没有工作，可以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补贴实行“按年补贴，先缴后补”。
退捕渔民当年个人缴费低于当年补贴标准的，按
个人实际缴费金额给予补贴。符合待遇领取条件
时实际享受补贴年限不足当地政府规定的补贴年
限的，剩余年限个人缴费补贴一次性发放给本人。
退捕渔民已经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个人缴
费补贴总金额一次性发放给本人。男满60周岁、
女满55周岁及以上的未参保退捕渔民，个人缴费
补贴总金额一次性计入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22日，记者来到咸宁北站、城铁南站、咸宁火车站和温泉
客运中心时发现，经过一个多月的整治，出租车营运秩序明显
好转。

记者在高铁咸宁北站看到，此前出租车拒载、非法营运等
行为在这里时有发生。不过，如今出站口的喊客拉客人员被清
理干净，旅客下车后根据提示直接到出租车通道候车，市客管
处的执法人员在此维护乘车秩序，乘客搭乘出租车井然有序。

一些出租车到达咸宁北卸下乘客后随即离去，一些出租车
司机在帮助乘客装好行李后迅速离开，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
任意宰客、拒载、拼车、议价、不打表等现象。

随后，记者来到咸宁火车站和温泉客运中心等地，以前经
常出现的乱停乱放、扎堆抢客的现象也得到好转。

在温泉客运中心，几名执法人员在通道口维持秩序，其他
执法人员则穿行在等候的车流中，检查出租车的从业资格证、
服务资格证等，并钻进车内抽查计价器是否正规。

“连日来，咸宁出租车扎堆抢客、宰客、拒载的现象确实少
了很多，原来路过此地时不绝于耳的吆喝声也没有了，出租车
都是在专用车道内排队候客。”家住城铁南站附近的贺先生说，
这样不但方便了市民出行，也让城铁南站变得更有秩序，更加
文明。

“以前违规运营的出租车在站外揽客、选客、议价，搅乱了
市场和秩序。如今通过整治，出租车公平排队，乘客也愿意坐
了，所谓的‘好单’轮到谁就是谁的，我们收入也增加了。”在咸
宁火车站等客的源通出租车司机吴师傅告诉记者，大多数司机
都愿意守规矩，也期望行业能文明服务，这样客源也能增多。

效果

服务质量明显提高
D

针对出租车乱象，管理部门如何治理？近日，记者采访了
市交通局运安科办公室负责人龙攀，他表示，乘客乘坐出租车
时，如遇不打表或拼客等问题，可第一时间拨打投诉电话，经核
实出租车司机有不打表、拒载、不主动出具发票等行为，将停业
学习，从业资格证扣分。情节严重的吊销当事司机从业资格
证。

龙攀告诉记者，这些问题也是他们历来整治的重点。自
2018年开始，我市已经启动了4轮出租车行业整治行动，为期
短则一个月，最长的达半年之久。

最严厉整治中，对被投诉的出租车司机采取停岗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文明服务、安全驾驶等。投诉处理完毕，
且考试合格后才准许上路营运。

此外，此次整治过程中，查处的违规违章行为，除按相关规
定从严处罚外，一律定期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上公示，并通报给
各相关企业。

“这么强密度的整治，出租车的违法违规行为为何屡禁不
止？”龙攀分析，主要是取证难度大，交通部门要对某一个出租
车司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必须要事实和证据完备，才
能进行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证据很难固定，作为行政
主管部门无法对司机进行处罚，只能对司机教育了事。

据介绍，为了更好地管理出租车行业，我市将对城区所有
出租车安装智能监管平台，通过车内音频视频装置，实现对出
租车经营行为的实时监控。

“计价由智能终端的后台自动进行，司机无法私自篡改。”
龙攀介绍，对于市民诟病的出租车“私改计价器”“乱收费”“不
打表”等问题，平台可进行有效监督。一旦发生纠纷和突发事
件，车内录像还能起到“服务质量有监管、乘客投诉有证据、乘
车安全有保证”的作用。

C 治理

最严处罚将吊销从业资格证

市区出租车乱象如何 ？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骆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