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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应有规范指导的哥
企业也希望有章可循但管理部门说难
本报连日报道
“ 的哥送还失物该
不该收费”得到众
多市民参与讨论。
根 据 本 报“ 真 心
话”栏目联合市民
信 箱 （ｍａｉｌ．ｓｈ．ｃｎ）
开展问卷调查的结
果显示，
１７８３位受
访 对 象 中 有
８２．２２％ 认 同 失 主
应给予亲自送还失
物的的哥一定经济
补偿，有８５．７％呼
吁有关部门出台指
导性意见减少此类
纠纷。
不过记者多方
采访得知，虽然不
乏出租公司也认为
出台意见有助于鼓
励的哥并增加失物
归还率，但有关部
门则认为出台意见
不仅不切实际，即
便成文后也担心被
公众误认为的哥的
一种经营性行为。
本报记者 俞韡岭

俞霞 制图
１、不足２５％认为的哥并未经常尽到
提醒义务
＠小女蓑笠翁：原本还真不清楚本市
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觉得的哥一路上沉默
寡言也就算了。但现在想想有些的哥是不
是没有尽到责任？
２、近６成觉得的哥未尽到规范有必要
无偿送还
＠时间轻飞扬：的哥没尽到该尽的服
务，在一定程度上
“ 助长”了乘客丢物的
概率，难道要求部分没做到位的的哥义务

返还很过分吗？
＠我心依旧：掉了东西总归是自己的
问题。如果硬要求免费送还，以后掉东西
还是有理了？！
３、超８成认同送还失物的哥收费
＠骄傲Ｄｅ野蔷薇：现在法律已经规定
捡到他人财物可以收取一定的报酬，当然
这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虽说拾金
不昧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毕竟司机特
地送回去耽误了工作，也耽误了的哥赚
钱，我觉得应该收费。

４、支持单程费远多于双程费
＠刺猬小酱酱：的哥收单程空跑费会
比较合适，
毕竟这是额外帮失主做的事情，
收双程的话会把事情弄得好像交易一样。
＠Ｊａｃｋｉｅ朱朱：单程费是合理报酬，
从
法理、情理来说都是如此。出租车司机在
履行对遗失物通知、保管和返还义务后享
有支出费用偿还请求权和报酬请求权，但
收取与否取决于个人。按照现行物权法规
定权利人必须承担相应的合理费用。诚然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法治环

境下的社会公民更应该奉行法律原则，依
法办事。
５、８５．７％参与者呼吁出台相关标准
＠ｅｌｉｎｇｚｈｅｎｇ：
可先从物质激励开始，
鼓励大家拾金不昧，再将拾金不昧化为内
心的道德标准，
一步步的来！

》部门协会说法

目前出台指导性意见有难度
市交港局：
就怕规范被误解为经营性行为

强生一车队失物招领处内乘客遗落的各种物品已被工作人员按时间顺序打包。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三大出租企业

希望有章可循 鼓励的哥做更多好事
海博出租有关人士表示，按公司现有
规定，的哥看到乘客失物后该走的流程是
致电公司、送至公司、公司根据失物本身
有关信息寻找失主，但有关文件从未提到
过的哥是否可以收费、如何收费等问题。
而强生出租、大众出租相关负责人也表态
称，公司内部标准没有和
“ 钱”挂钩。
但即便如此，三家出租公司均向记者
表态称，如能有章可循，对增加失主失物
找还率和增强的哥干劲会有所帮助。
“ 要是有指导性意见那么最好嘞”，
强生出租相关负责人电话中说道，
“ 我旁
边正好有一位党员的哥，听到说《 青年
报》在征求的哥意见就来劲了，他希望类
似的条例可以出台，这样信心就上来了！”
据该负责人透露，这位的哥如此急切盼望
是因为就在前两天，他将失物送到了一位
乘客手中，结果乘客反悔了之前的约定，
不愿意给单程空跑费，让的哥做好事的信
心备受打击。
“ 我们也怕这样的事情多了，
甚至打击的哥上交失物给公司的信心！”
对于强生出租的反映，海博出租有关
人士也表示，公司不乏有的哥将
“ 送还失
物”和
“ 自认倒霉”联系在一起。
“ 我也会

听到一些的哥反映虽然做了好事，但抱怨
凭空失去了半天的营业额。虽然都是少数
的哥，但我听到后也觉得挺不是滋味的”，
有关人士说，
“ 如果有指导性意见当然不
错，这也是对的哥做好事的一种补偿，也
要倡导失主有补偿的哥合理成本的意识，
提高失物的找到率、减少失物的纠纷率。
如果有关部门有出台相关意见的想法，我
们也希望可以尽快成文。”
大众出租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以前车
队的司机在找到失物时，主动联系失主，
默默送上门的情况也很普遍，但近年来，
随着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司机送还失物需
承担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归还失物的过
程中，司机和乘客发生的纠纷也日益增
多，希望有相关意见为社会风气作个导
向，也让企业便于操作。
“ 我记得国外好像有这方面的不成文
的惯例，好像是让失主有偿补偿的哥拾金
不昧，用于感谢他们。站在企业的角度我
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类纠纷给个方
向，毕竟现在的社会风气不是太好，再让
好人做好事得不到好报也说不去，此外也
便于公司能操作。”

市运管处：
无法就民意协商给意见

上海市交港局合作交流处副处长黄
“ 不可能出台这类纠纷的指导性意
晓勇向记者表示，由于的哥是在营运期间
见，我们也不倡导”，上海市城市交通运
发现的失物，为了不影响正常的营运服
输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吕高生认为，虽然
务，目前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原则上要求
有不少市民呼吁出台有关规定，但的哥
的哥在发现乘客失物后应及时上缴所属
和失主两人之间民意协商下产生的费用
车队或分公司，由相关管理人员查找联系 “ 不能上升到政府管理部门出台
‘ 意见’
失主，并通知失主到企业认领。但另一方
的层面”。
面，如失主及时发现遗失物品并能与的哥
吕高生进一步解释道，失主和的哥私
取得联系，明确要求的哥送还失物的，应
下合意如何收费属于民事约定。
“ 这个没
与的哥进行协商，适当弥补驾驶员由于送
办法给规范。的哥是承包经营，应失主要
还失物所造成的营运损失。
求送还失物时两个人合意协商费用就是
对于多数 市 民 呼 吁 的“ 指 导 性 意
他们之间的事了。我们不鼓励也不反对，
见”，黄晓勇认为会存在一定风险。
“ 在
只要他们协商有理，但政府部门不可能为
其他服务性行业或公共场所对客户或顾
了民意协商来制定什么规范、
意见等。”
客遗失物品都未有要送达失主本人的相
关规定，” 黄晓勇说，
“ 如果由政府部门 市出租汽车协会：
明确可以收费，可能会被误解为一种经 落在纸上不太现实
对于多数公众的呼吁，上海市出租汽
营性行为。此外由失主单独与的哥联系、
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秘书处党支部书
指定的哥送还失物的具体时间地点，也
记陆剑虹称，想法虽然合理但要落到纸上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对于失主的
“ 据我了解运管处规范上并没
真实性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判断，易引发 不太现实。
其他的服务纠纷。”交港局还是表态称， 有提到钱的事情，我们协会对此也没有依
（ 争议）纸面上也是
行业管理部门要求的哥应将失物妥善保 据，而且我国对这个
管，并上缴企业，由企业来处理失物找寻 处于空白的。”陆剑虹认为，的哥送还失物
的大前提还是应提倡无偿送还。
归还事宜。

》市人大代表

建议将
“ 的哥主动送还失物”纳入见义勇为
市人大代表、市律师协会监事长厉明
表示，
“ 的哥送还乘客失物该不该收费”
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厉明说：
“ 第一，从
‘ 民法’来讲，的哥
捡到失物后应该不计成本地归还。的哥如
果拿了钱，一是违背法律，而是有违道德
评判标准；第二，的哥送还失物和失主进
行一个口头上的约定，这是一种契约关
系，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行的方法。我本
人则是倾向于第二条，也就是说失主通过
的哥失而复得个人财物，应该支付其合理
的成本。”但厉明也表示，单单要以此纠纷
来要求相关部门出台指导性意见可能性
不大，原因是无法有效地计算的哥做好事

后真正损失的成本。
“ 我目前能想到的方法，就是人大可
以有所作为，将见义勇为的范围扩大化，
将
‘ 的哥主动送还失物’纳入到见义勇为
的范畴中，补充一些倡导性的条例，让失
主有这个意识。”
根据厉明的说法，
“ 的哥主动归还失
物”可以纳入到类似于
《 上海市见义勇为
人员奖励和保护办法》 中“ 专门开辟一
块”，也可以纳入到
《 上海市见义勇为保
护和奖励条例（ 暂定名）》 这个市人大
２０１２年度立法预备项目“ 搞几个法条”。
厉明说，虽然目前只是个人想法，但如能
实现的话对的哥、
对失主、行业都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