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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滴滴专车负责人不现身
根据事前约定，北京小桔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应于本周

一上午9点30分前往上海交通执法总

队领取罚单，但直至当日1 8时，该负

责人始终没出现。“ 其实之前我们已

经约谈过滴滴专车方面三次，但上海

办事处方面一直由其他员工携带负

责人的身份证前来，且受委托者不愿

将自己的姓名、所在单位、受何人委

托等信息上报，并均以‘ 不知道’回

复。因此，交通执法总队一直无法对

滴滴专车开罚单。”市交通委员会执

法总队副总队长徐伟透露，在与滴滴

总公司沟通后，对方虽然表示将在本

周来上海接受处罚，但‘ 言而无信’，

直至昨日仍未现身，甚至连电话也不

接听。“

“ 从1 月份开始，我们接到市民

举报，说滴滴专车里面有很多非营运

性车辆从事出租业务。到目前为止，

从滴滴平台上一共有十多辆非营运

性的车辆被我们查获，还有包括快的

一号专车、优步，到目前我们已经有

20辆左右车子属于非法客运车辆，被

我们查扣了。”之后，交通执法总队通

过司机排名和业务量分析，估计滴滴

专车至少有3000辆专车正在运营，但

直至目前，该公司仅提供了708辆专

车信息，上述车辆还无法通过滴滴专

车软件终端查询到车号。此外，交通

执法部门还发现有私家车通过滴滴

专车注册，载客营运。目前全市仅有

36家正规汽车租赁公司，但没有一家

跟滴滴专车签订合作协议，因此滴滴

专车里大多数是没有营运资质的，就

是俗称的“ 黑车”。

被顶格处罚罚款10万
“ 我们一直希望，滴滴专车公司

向交通管理部门公开平台上的车辆

信息，然而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拒

绝。管理部门与滴滴又不存在竞争关

系，我们不懂何来机密一说。”市交通

委相关负责人表态。依据《 上海市查

处车辆非法客运办法》第1 7条，利用

互联网网站软件工具等提供召车信

息的服务商未遵守客运出租汽车调

度服务规范，未提供相关驾驶员和车

辆信息或者为不具备营运资格的驾

驶员或车辆提供召车信息服务的，由

市或区县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3万元以上1 0万元以下罚款。

至于为何开出1 0万元的顶格处罚，

执法总队方面表示滴滴专车极其不

配合行政执法的态度是重要因素之

一。“ 不可能因为滴滴方面避而不

见，处罚就夭折，我们将通过邮寄送

达罚单。如果1 0天后，罚款金额还未

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我们将向小

桔公司下达催告通知书，并通过法

院强制执行。”

烧钱大战又将打响
即使被指违法，滴滴专车仍在营

业。而且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快的的

融资成功，两大软件公司在专车上的

烧钱大战即将打响。昨天，快的方面

宣布已完成总额6亿美元的新一轮融

资。该轮融资由国际知名投资机构软

银集团领投，老虎环球基金及阿里巴

巴集团跟投。之前滴滴打车宣布获得

7亿美元新一轮融资，由投资机构淡

马锡、投资集团DST和腾讯主导投资。

业界分析认为，不难猜想，两家新一

轮融资都将为专车业务筹备发展资

金以及增强在专车领域的竞争力。

业内人士表示：“ 职能部门每年

查处的黑车数量都不少，但对相关市

场的影响有限，这说明遭受处罚所带

来的损失和风险远远低于受处罚者

所获得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地

对专车的处罚不断，但在一些大的招

聘网站上，‘ 招聘专车司机’ 之类的

招聘启事仍然堂而皇之挂在网上。”

执法部门三次约谈相关负责人均遭到“ 忽悠”

昨开10万元罚单寄给滴滴专车
因为将私家车纳入其商业运营平台，滴滴专车被上海交通执法总队

认定存在非法营业行为。从本周一起，交通执法总队就一直在联系滴滴
专车运营方，计划对其开具罚单，然而滴滴方面却一再“ 爽约”。昨天是
执法总队要求的约谈最后期限，滴滴方面还是避而不见。青年报记者获
悉，首张罚单昨天开出，滴滴专车被顶格处罚10万元，罚单将通过邮寄送
达。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黑车营运无论披着何种“ 外衣”，顶着何种“ 头衔”，都属非法。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危险化学品车辆“ 闯隧

道”屡禁不绝，给外环隧道的运输安

全埋下隐患。昨天，市安全监管局、市

公安局、市交通委联合开展外环隧道

危险化学品车辆禁行专项督查和联

合执法，深入整治外环隧道危险化学

品车辆“ 闯禁”违法行为。

外环隧道是外环线的重要节点,

外环线允许运输危险品,但需要往返

于浦江两岸的危险品运输车辆则必

须绕行徐浦大桥，或者在夜间时段

经杨浦大桥越江，不得进入外环隧

道。出于赶时间、省费用的心理，有

些危险品车辆不顾禁行标志，强行

进入隧道。一旦发生事故,可能危及

隧道安全,对隧道运营安全带来严重

隐患。

外环隧道危险化学品车辆“ 闯

禁”现象受到市、区两级政府高度重

视，此前已采取了严密监控危险化

学品车辆通行情况、加强日常执法

管理和专项整治, 乃至处罚驾驶员,

直接追溯企业责任(罚款)以及公布

“ 黑名单”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遏

制危险化学品车辆“ 闯禁”进入隧

道。此次专项督查的目的就是针对

这一安全管控的薄弱环节，排除危

险化学品车辆“ 闯禁”隐患，进一步

震慑违法行为，巩固扩大前期整治

工作成果，确保本市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可控、持续好转。

据市安全监管局介绍，此次行动

按照市安委办的统一部署，浦东新

区、宝山区公安交警、交通执法等部

门分别在外环隧道浦东、浦西出口两

侧，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闯禁”

行为实施联合突击检查。昨天，市安

全监管局、市公安局、市交通委派员

组成两路督查组分别开展督查。从下

午1 点至4点期间，共查处危险化学品

运输车辆“ 闯禁”通行违法行为3起。

这种多部门参与的联合突击检查，也

将成为今后工作的新常态。公安交

警、交通执法、安全监管三家还将尽

快形成联合监管机制，深化现有管理

措施，管好外环隧道入口。

市安全监管局副局长朱效洁在

督查后表示，只要法律法规有要求

的，必须执法到位，处罚到位。针对此

次行动中发现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 闯禁”违法行为，公安交警部门

将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88条第3项，对“ 闯禁”行为的车辆

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公安交警、交通

执法部门将共同约谈本市“ 闯禁”车

辆企业主要负责人，对于外省市车辆

企业，将及时抄告其管辖地有关部

门，加强源头管理。针对发现承运单

位、承运车辆、承运人员不具备危险

化学品道路运输资质、资格的违法行

为，安全监管部门将进一步追究发货

企业的责任。

市安全监管局昨天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督查

查处3起危险化学品车辆“ 闯禁”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公交车道是给公交车行

驶的专用车道，规定时间内，严禁其

他社会车辆违反规定驶入公交专用

车道，但总是有一些社会车辆违法占

用。日前，记者跟随杨浦交警在周家

嘴路隆昌路对社会车辆规定时间内

占用公交专用车道的违法行为进行

了查处。此外，记者还了解到，交警部

门通过移动和固定两种电子警察对

这一违法行为拍照取证，201 4年共查

获9.5万余起。

1 月1 5日，杨浦交警出动多名警

力，对这一违法现象进行专项整治。

周家嘴路隆昌路路口是公交线路集

中通行要道，有9条公交线路途经周

家嘴路，距内环高架路入口仅900米，

车流量很大，原来机动车占用公交车

专用道的现象时有发生。“ 现在是上

班高峰时段，机动车不能占用公交车

专用道通行，请您配合执法。”当天

上午8时45分，记者在周家嘴路隆昌

路路口看到，虽然地面有明显的黄

色“ 公交专用”字样，路标上有公交

车图标和“ 7：00-1 0：00、1 6：00-1 9：

00”字样，几辆私家车仍加足油门抢

占公交车道通行，被交警一一拦下。

在对车主进行宣传教育后，交警按

相关规定依法予以50元的处罚。一

名驾驶车辆的年轻女车主不停地强

调：“ 我没看到指示标志啊，我不知

道这是公交车专用道啊。下次我一

定注意。”

当天的执法活动，1 小时累计查

处违法占道车辆近1 0辆。杨浦交警支

队二中队中队长杨志刚告诉记者，交

警部门一直加强对社会车辆占用公

交专用车道违法行为的执法管理，经

过近两个月的整治，这样的违法行为

已经得到了遏制，道路通行秩序也大

为改善。

除了加强路面查处力度，本市交

警部门还充分发挥非现场执法的辅

助作用，加强对侵占公交专用车道的

其他社会车辆的执法力度，确保公交

车优先通行。201 2年8月起，市交警总

队在延安路沿线1 27路公交车上安装

1 0套移动式“ 电子警察”设备，通过

“ 照片+视频” 的取证形式有效查处

社会车辆违法占道行为。201 3年，扩

大了安装车载“ 电子警察”设备的

公交线路及车辆分别达到4 条80套

（ 1 27路、71 路、802路、43路），并启

动了路口固定式“ 电子警察”设备

查处占用公交车道违法行为的执法

模式。

201 4年，市交警总队又新增公

交专用车道“ 电子警察”1 1 5套，使

全市1 60公里公交专用车道的电子

警察监控总数达到200套，初步建成

本市公交车道非现场执法监控网。

据统计，201 4年共查获相关违法9.5

万余起。

2014年共查获9.5万余起
非法占用公交专用道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