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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推的哥聘任制：有底薪 每天分两班经营
沪出租车企业：目前并无效仿意义

》发布厅

广州新政：
司机每天分两班经营，有底薪

据广州市白云集团介绍，聘任制出租
车司机将分两班经营，分别是每天5：30至
15：30、15：30至次日2：30。每班每天向公
司缴交370元定额费用，其余收入归司机
所有。

在完成任务定额费用后，司机可以拿
到1800元的底薪 (包括1600元基本工资和
200元奖金)，公司还另外购买社保和公积
金，而此前是没有底薪及公积金的。公司
还负责每班27升的气耗费用和每月500元
车辆维修费。两班司机每月须做满26天，
在规定的4个休息日中，司机可以自主选
择休息或营运。

而据记者了解，上海出租车行业目前
采取的运营制度是每天缴“ 份子钱”、不
拿工资、油钱自付的承包制。双班车司机
做一休一，两人每月共交8200元份子钱，
单班车司机的份子钱则是打8.5折。

沪的哥：
挣钱多是硬道理 喜欢做一休一

“ 阿拉无所谓是聘任制还是承包制，
只关心哪种方式挣钱多。” 海博出租一位
师傅和他的不少同行观点一致。“ 如果照

搬广州的政策，相比目前的承包制，每天
多缴几十元，而公司每月发给1800元和一
定的油钱，粗略算一算，是划算的。”还有
一位海博司机则认为：“ 聘任制能够让员
工更多感受到企业的温暖，特别适合年龄
偏大的驾驶员。”

不过在工作时间上，大多数的哥更倾
向于上海的双班车模式，“ 照广州那样每
天上半天，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出去工作，
太累了。还不如上海做一休一模式，干满
一天后，我们第二天可以彻底休息了。”

沪出租车企业：
只是一个噱头，无效仿意义

很多人把聘任制看成出租车行业发
展的一个新方向，一种大胆的革新，而拍
手叫好。但上海一位出租车业内人士却一
针见血，所谓聘任制只是玩一个噱头而
已，与上海目前所采用的承包制区别不
大。“ 说到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一些
基本的费用还是需要靠出租车司机两个
轮子滚出来的。”

该业内人士一一向记者罗列。比如聘
任制给司机购买社保和缴纳公积金，上海
早就开始做了。聘任制每月给司机1800元
底薪，但是其每天要交370元的定额费用，
要比上海同样的双班车司机多交差不多

100元。把1800元底薪摊到每个工作日，其
实跟上海目前的份子钱差不多。看上去气
耗费和维修费由公司负担，司机能省不少
钱。这主要是因为广州出租车的折旧年限
比上海长，可以比上海省一些折旧费。

该人士说，照搬广州这个政策，上海
的企业将很难活下去：“ 按广州的标准，双
班车，一位司机一个月上缴4810元，企业
为他承担1800元底薪，500元车辆维修费，
基本的油气成本，再摊上车辆折旧、各类
税费，以及人员‘ 交金’等。算下来，企业
铁定亏本。”显然，广州聘任制的底薪和上
缴额度应该是当地管理部门和从业者根
据实际情况测算出来的“ 地方数字”。如
果这一政策要在上海试行，“ 肯定不是这
个价，毕竟两地的出租车起步费、最低工
资等费用都不尽相同。”

对此，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表示，上海的出租车行业目前正遵照2009
年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出租汽车
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 推进发展。

《 意见》中，上海出租行业主要的发展方
向是更为完善的承包经营制，并配合集体
合同制来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对于广州
的尝试，市交港局表示密切关注，如确实
能够给行业带来切实的改善，将结合上海
的实际学习借鉴。

每月拿底薪，
燃 料 费 和 维 修 费
由 公 司 承 担———
日前，广州交通集
团、白云集团两家
出 租 车 龙 头 企 业
推行“ 的哥聘 任
制”，出租车司机
可自愿选择，由原
先 的 承 包 制 转 为
聘任制，不仅可减
轻各项负担，还可
享 受 基 本 生 活 保
障。广州的此番试
水，在上海有没有
借鉴的可能性？上
海 大 多 数 出 租 车
企业表示，上海目
前 采 用 的 承 包 制
度 其 实 类 似 这 种
聘任制，目前没有
太大的效仿意义。
本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精神文
明建设委 员 会 办 公 室 昨 天 公 布 2012 年

“ 上海城市文明指数”测评结果，这是世
博会后第二次对城市文明程度发展状态
的检验。结果显示，2012年上海城市文明
指数为88.97，虽比2011年上海城市文明
指数的89.24略有回落，但仍稳定保持在
较高水平。

环境、秩序文明指数同比下降
2012年上海城市文明指数由环境文

明指数、秩序文明指数、服务文明指数三
大板块组成。

本次测评结果显示，2012年上海环境
文明指数为90.66，与2011年测评相比下降
了1.47，秩序文明指数为90.24，与2011年
测评相比下降了0.18，服务文明指数为
86.00，与2011年测评相比，上升了0.81。

与以往上海经历重大活动后城市管
理和服务水平出现较大回落的情况相比，

2012年城市文明指数仍能保持在迎接重
大活动时的水平，说明上海城市管理长效
机制正逐步形成。

小区乱停车、乱堆放现象明显
据悉，环境文明方面的主要问题有：

小区内仍然存在乱停车、乱堆放、乱丢垃
圾的“ 三乱”现象，其中老公房小区机动
车、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最为明显；集贸
市场管理欠佳，走道堆物及垃圾不入箱问
题较为突出；部分公共场所环境较为脏
乱，垃圾、烟头等杂物较多；道路破损设施
未及时修复，部分人行道板缺损。

秩序文明方面的主要问题有：部分非
主干道机动车乱停放现象较为明显；部分
交通路口秩序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中
小交通路口，行人闯红灯、自行车及助动
车违规骑行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市民在公
共场所有乱扔垃圾、乱吐痰、乱张贴等不
文明行为；个别公共场所消防设施缺损或

过期。
服务文明方面的主要问题有：部分窗

口行业咨询电话及服务网站不够畅通；部
分行业业务办理手续烦琐，办结时间偏
长；一些商家促销缺乏诚信，产品价格管
理欠佳；部分行业便民设施不足，服务主
动性不够；部分小区物业服务较差，小区
停车较为混乱；一些中小街道沿街商铺与
摊贩油垢垃圾满地，噪音扬尘烦人；社会
公众对部分行业反复出现的“ 老大难”问
题的解决结果不够满意。对上述问题，市
文明办将提交有关区县委办，提出整改意
见，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

此外，市文明办还将会同有关部门结
合测评中市民反映突出的地铁逃票、高
架车辆抛物等不文明陋习，通过建立完
善个人征信体系，加强专项治理，并与规
范市民公共行为相结合，深化市民公共
道德主题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上海城
市文明程度。

沪研究高架车辆抛物与个人信用挂钩

20米折返跑将在
18所中小学展开试点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一则“ 中小学
800米、1000米跑有望取消，改为20米折返
跑”的帖子在网上引发热议。记者了解到，
由于20米折返跑的体能消耗其实并不亚
于800米、1000米跑，且能更科学地测试学
生心肺功能水平，因此，20米折返跑将在
全市18所中小学展开试点，但800米、1000
米跑测试现阶段仍将并存。

“ 800米、1000米跑不能准确测出心肺
功能，20米往返跑有望成体测项目。上学
时每回长跑都像死一回的童鞋有木有感
觉生不逢时？有人说这是对学生体质下降
的妥协，你咋看？”一时间，网上议论纷纷。

“ 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华东师大体育学院教
授季浏表示，现行的800米、1000米跑测试
项目，在测试学生的心肺功能上，是不准
确、不科学的，。因为800米、1000米跑是有
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结合，不能准确反映
学生的有氧能力，而有氧能力是反映学生
心肺功能的重要指标，而国际通行做法是
采用20米折返跑，而且这样的测试项目更
受孩子的喜欢。

不过，800米、1000米跑作为体质健康
标准测试项目，在短期内也不会被取消。
项目的更替，需要积累长期测试数据，探
索出一套科学评价标准，作为教育、体育
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外贸学院、上理工
公布招生计划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对外贸易
学院、上海理工大学近日分别对外公布
2013年上海市本专科招生计划。其中，外
贸学院的物流管理专业被上海市教委批
准至本科第一批次招生。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将在上海共计招
收本科生850人，专科生50人，其中，本科
第一批计划546人（ 含文、理科）。今年，该
校所属国家级第二类特色专业———物流
管理专业被上海市教委批准至本科第一
批次招生。与此同时，学校将面向部分专
业新生继续开设“ 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
融学”和“ 工商管理”全英语实验班，并将
首次开设“ 卓越法律人才”实验班。

上海理工大学2013年招生计划为全
国招生4080名，其中在上海计划招生1110
名考生（ 文科生270名，理科生710名，艺术
类专业考生130名）。今年上海理工大学部
分专业在上海市仍将按大类招生。

此外，在录取阶段（ 不含征求志愿）报
考并被该校录取在理工科专业的上海考
生，高考成绩（ 原始分）高于“ 一本”资格
线20分以上，或高考成绩（ 原始分）排名
进入该校在本市录取新生的前2%，入学
后可获得分两年发放的10000元奖学金。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 摄上海出租车行业目前采取的运营制度是承包制。

复旦交大预录取
名单正在公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市教育考试院
官网正在公示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今年预录取名单，共1340人。其中今年复
旦大学预录取628人，上海交大预录取712
人，均比去年有所增加。

针对有考生因此担心预录取名额增
加了，投放到高考的“ 裸考”名额会不会
减少一事，两校招生办负责人均表示，具
体的招生名额仍然在教育部的最终审核
之中，但是按照今年上海高考人数继续下
降的趋势，上海考生“ 裸考”进两校的几
率不会低于去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