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客
投诉

A4 2021年1月4日 星期一
编辑：杨民仆 版面：李维华 校对：王秀利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元/月)。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元/月)。

55 88
每日彩讯每日彩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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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第2021001期）
红色球号码：2 3 13 18 20 31
蓝色球号码：11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10注 7034106元
二等奖 126注 201796元
三等奖 1794注 3000元

本期全国投注总额41117万元。
福彩“15选5”（第2021003期）
中奖号码：2 3 7 11 1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1注 3565元
二等奖 4480注 10元

本期投注总额 71万元。
福彩3D（第2021003期）
中奖号码：1 1 3
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
单选 635注 1040元
组选3 563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本期投注总额 219万元。
体彩“7位数”（第21002期）
中奖号码：2 6 0 1 2 4 8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1注 5000000元
一等奖 2注 18676元
二等奖 46注 1624元

体彩“排列3”（第21003期）
中奖号码：8 8 0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直选 785注 1040元
组选3 1339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003期）
中奖号码：8 8 0 4 9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77注 100000元

福彩“刮刮乐”
2021 年 1 月 2 日 江 苏 中 奖 注 数

124920注，中奖金额2321958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
以彩票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福彩“快乐8”(第2021003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7 11 13 14 16 17
20 23 27 30 31 33 34 37
43 53 55 62 66 69

开门红！体彩大乐透
开出2注一等奖
1月 2日开奖的体彩

大乐透第21001期，为国
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08
亿元，当期全国共开出 2
注一等奖，1注为1800万
元（含追加），1注为1000
万元。目前，大乐透奖池
为 8.01 亿元，1月 4日将
迎来第21002期开奖。

今日置顶

乘客刘先生 2020 年 11 月
28日下午2：30，在南京南站下了
火车，轻车熟路来到了南京南站
的出租车前往市区方向的打车
点。“我女儿就在南京工作，我经
常来，也经常打车，也经常碰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刘先生告诉记
者，他当天需要先去位于卡子门
大街78号的上汽大众安吉4S店
取车。上车前，刘先生特地用滴
滴查了一下距离，显示是起步价
9元。不过，他那趟出租车却花
了26元。“司机在车上一直抱怨，
说我打得太近，我也没敢说话。”
刘先生事后拨打了南京市交通运
输局96196服务热线进行反映，
但由于没有记住车牌号，工作人
员表示无法处理。

“我在南京南站打车遇到的
问题比较多。”刘先生还反映，他
比较常遇的问题，是每次打车到
女儿家，价格都不大一样。有时
候是 30多元，有时是 40多元，
有时是 50多元，“有时候线路
一样，但是价格能差出 20 多
元。”司机告诉他，是因为车型
不一样，“但我即便是按照最贵
的车型价 11元/2公里，超过起
步里程车公里租价2.9元/公里，
再算上堵车费用，我从南站到家
一共11公里，我都是平峰出行。
就算双计费能计7元，我38元也
到家了。”

此外，市民冯女士、张女士
等，还向记者反映，她们在南京南
站打车，尤其是往江宁方向，频繁
遭遇“一口价”的问题。她们说也
曾向96196服务热线进行投诉，
但由于无法提供车牌号，所以便
作罢了。

南京南站坐出租车
遭遇“绕路”“一口价”怎么破？
本报记者体验本报记者体验：：打了打了44辆车辆车，，有有33辆存在问题辆存在问题；；专家表示可专家表示可““技术加人工技术加人工””结合管理结合管理

近日，扬子晚报记者收到大量投
诉，内容均为在南京南站打出租车的
旅客，遭遇“绕路”“一口价”等。乘客
们反映，他们向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96196服务热线进行问题反映，但客
服人员表示，如果记不住车牌号，那
么就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核实。乘客
们很不理解，既然现在车上都装了
GPS、录像等“高科技”设备，那么为
什么没法“定位”一辆出租车呢？带
着乘客们的疑问，元旦假日大客流期
间，扬子晚报记者在南京南站进行了
实地体验。

实习生 蒯钰君 和佳佳 马炜伟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宋南飞

其实，南京南站只是目前乘客
遇到问题的一个集中的“缩影”。
由于南京南站网约车打车点较远，
且 P5 停车场没有无障碍电梯，再
加上出租车的引导牌更明晰，且出
租车打车点无需风吹雨淋，直接在
站内就能走到，所以很多外地乘客
都会选择去坐出租车。但现在，打
车这件事的确给很多人造成了困
扰。去打出租车，怕看到司机的冷
脸，去打网约车，找起来嫌麻烦，又
不想在寒冬拎着行李转好几趟公
交……10 年前，我们在南京打车，
丢了东西在出租车上，如果记不住
车牌号，不能找到；10年后，记不住
车牌号，依旧找不到。是真的找不
到吗？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的确
铁路、机场站点的巡游出租汽车轮
排接到的短途单，费效比比较低，
司机不乐意接。但是，轮排候客营
运模式也需要依法执行政府定价，
因为其中包含着长短单的交叉补
贴意义，以及出租汽车普遍服务的
要求，“一口价”方式显然违反了相
关法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其实长短单这个问题，浦东
机场有一个经验值得借鉴，如果出
租车候客的时候排第一排的时间
很长后遇到额度范围短单，现场管
理人员会给一个证明，司机回来可
以继续排在前面。”同时，顾大松认
为，如果要改进出租车站点候客方
式，应该将巡游车与网约车综合考
虑、统一改革。

那么，对于使用“作弊器”、绕
路的驾驶员，除了GPS定位，还有
没有其他监管手段？相关专家也
提出，可以在南京南站设置“电子
围栏”，围栏设置后，所有进入围栏
的出租车信息都会迅速存储，方便
查找以及调度。“目前网约车对于
驾驶员的处罚方式，有扣钱、平台
停运等多种方式。扬召出租车一
般是视违规程度，给与罚款、停班
回公司学习等。但目前南京出租
车公司很多，你很难监控到这个公
司到底有没有对这个驾驶员进行
处罚。”业内人士提出，目前对于如
何规范出租车运营方面，南京交通
部门还需再“动动脑筋”。

记者在南京南站进行了体验。1
月2日中午11点半，记者在往市区方
向的打车点打了一辆出租车，记者表
示要前往雨花外国语小学花神庙分
校，到达目的地后，司机向记者收费
22元。而记者在高铁地图、滴滴打车、
T3打车等打车APP上查询到，这短短
3公里的费用，出租车和网约车基本都
是起步价11元。那么这多出来的11
元是从何而来呢？记者拨打了96196
投诉热线，并提供了小票上的车牌
号。工作人员表示，会在15个工作日
内给记者回复。记者询问为什么要15
个工作日，工作人员表示“投诉需要按
照必要的流程处理，等到结果出来会
及时通过电话再次反馈”。随后，记者
又打了一辆车，这辆车的价格比较正
常，不过驾驶员却在路上一直劝记者

“这么近的路，以后就不要打车了。”

在南京南站江宁方向，记者不同
时段打了出租车。2020年 12月 16
日下午1点15分左右，记者上车后，
驾驶员询问地址，记者回答“河定桥地
铁站”后，驾驶员并未立刻打表。之后
驾驶员一直未打表，并表示前往河定桥
需要收取记者“一口价”20元。“我排了
一个小时了。”在打车过程中，驾驶员也
一直表达不满。到了目的地，驾驶员向
记者收取了20元打车费。1月2日下
午，记者再次在南京南站前往“河定桥
地铁站”，在车内，驾驶员向记者索要

“一口价”17元。而根据发票上江宁出
租车的计价标准，如果打表的话，到目
的地应该在12元-15元。在打车的时
候，有出租车驾驶员也对记者“直言不
讳”，表示“出租车驾驶员有的在南站等
待了三五十分钟，你这一单这么近，就
算问你们要个三五十，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了个近单，司机真的会
亏吗？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
出租车“老司机”是会掐点到南站接
人的，会掐点的话，知道哪几个时间点
车到密集，一般等个五到十分钟就能

接到客人。不会掐点的话可能要等三
四十分钟。“亏钱倒是不会，司机觉得
亏，是因为觉得你这个单耽误了他的
时间，他也想减少空驶率，所以会有情
绪。”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记者前后4次，拨打了南京市交
通运输局热线96196。在通话中，工
作人员表示，记者必须提供所打车辆
的车牌号，否则无法找到记者所打的
这辆出租车。记者询问，目前南京出
租车上都装了GPS、视频等设备，如
果记者告知详细的上下车时间地点，
能否通过GPS定位到呢？工作人员
回复不可以，因为“路面监控归公安
管，只有他们能通过路面监控查找到
车牌号”。

真的非“车牌号”不可吗？记者了
解到 ，南京有多家出租车公司，此前，
各公司下属的出租车所使用的GPS
有好几个品牌，不过现在南京市的出

租汽车都统一安装了南京通用电器公
司的GPS。按照要求，所有的GPS都
应该接入交通局的管控系统。统一的
供货商、统一的监管平台，按理说查找
起来并不麻烦。

“其实是可以找的，比如今天下午
2：30，从南京南站出来的车有30辆，
那我可能得先把这30辆找出来，然后
根据历史轨迹查到你乘坐的那辆，后
面取证直接去厂商那里调监控就可以
了。”业内人士表示，一般96196接到
工单后，会分发给各出租车企业，江宁
的发给江宁交通局，处理完以后，就会
给投诉人回馈。不过，这个说法没有
得到96196工作人员的认可。

打了4辆车，有3辆存在问题

因为觉得你耽误时间，所以有情绪

必须要有车牌号，否则没法“维权”

技术与人工可“双管齐下”
只靠企业约束效果有限

打车遭遇“绕路”“一口价”
乘客投诉无门

如何“破局”

记者手记
没有车牌号，
到底能不能找到“那辆车”

记者调查

司机说法

交通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