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QIAO DAILY

2018.10.11 星期四
Tel:85581661 E-mail:sxxbxwb@vip.sina.com

编辑：
王争

校对：
史惠英

信息

8

起步价 10 元/3 公里

绍兴市区出租车昨起正式调价
近日，绍兴市发改委、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印发了 《关于调整绍兴市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规定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绍兴市区巡游车起步价调整为 10 元/3 公里，3 公里后单价调整为 2.4 元/公里。这是绍兴市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 9 年
来基本运价的首次调整。
据了解，绍兴市区现行运价自 2009 年实施，目前运价为 7 元/2.5 公里，算上加收的燃油附加费，与调整后的 10 元/3 公
里基本相当。但是车公里价格从 2 元/公里调整为 2.4 元/公里，回空行驶费和夜间补贴费也随之相应调整，等候费也从 3 分钟
后每 2.5 分钟加收 0.5 公里等候费调整为每 2 分钟加收 0.5 公里等候费。这也是通过多方调研、听证研究后，综合考虑行业成
本上涨和乘客承受能力因素基础上，确定的最高限价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运价调整还规定，巡游车非基本运价探索更为灵活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可以由绍兴市出租汽车行业
协会根据定价审查机制，在规定的调价幅度内对非基本运价进行上浮和下调。
针对春节期间打车难的问题，为了鼓励更多驾驶员出车为市民服务，此次运价方案还提出，允许春节除夕至大年初四，
这五天时间，临时加收每车次 5 元服务费，这些都是巡游车行业运价市场化改革的有益探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运价
调整完成后，三区出租汽车经营区域将逐步融合，三区出租汽车将统一的面貌服务于市区乘客。
不过运管部门还提醒乘客，绍兴市区巡游车将从 10 月 12 日开始陆续调整计价器，新运价必须在计价器调试完成后正式
实施。也就是说，计价器调整期间，市区可能存在两种运价并存的情况，但乘客只要根据计价器显示金额就可区别新旧运
价。如果存在驾驶员未完成计价器调整即高于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的情况，乘客可以拒付多收车费或拨打 12345 投诉电话向
运管部门举报，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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