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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车”争抢乘客、“滴滴”偶尔也“横插一
脚”，正规出租车司机叫苦不迭。近期，西宁市
开展道路客运市场非法营运专项整治活动，共
查获“黑车”259 辆，处罚金额 101.6 万元。但
面对重拳整治，“黑车”还是铤而走险，那么，

“黑车”为何屡禁不止？市民为何总是遭遇打
车难？黑车治理到底难在哪儿？近日，晚报记
者就上述问题对相关部门进行了采访。

““黑车黑车””为何屡禁不止为何屡禁不止？？

马师傅是西宁市出租车行的老司机，今年
年满60岁不能再开出租车了，他“动动脑筋”
将出租车外包给别人，自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
起了“黑车”。

在这次专项整治活动中，马师傅“落网”。
而像马师傅一样将自己的出租车外包给别人，
自己又跑“黑车”的司机在我市不在少数。

“黑车”为何屡禁不止？
“主要是乘客有需求，上下班高峰期道路

拥堵，乘客打不上车就会选择‘黑车’。”西宁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一线执法人员
孙斌说。

从儿童公园到城东经济开发区广场，出租
车打表价格在20元至25元之间。而“黑车”则
一口价20元。

除了市场有需求，“黑车”司机运营成本
低、获利高也是“黑车”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作为出租行业的老司机，东方车行的张师
傅每天工作12个小时能赚400元左右，除去每
天加气花去的70多元，中午吃饭花去的10元
左右，再扣除每月交到车行的 5000 元“份子
钱”，每天能拿回家200元左右。

“‘黑车’就不一样了，除了油钱，剩下的全
是他们自己的。”张师傅说。

“为什么大家去坐黑车？我觉得是一些出
租车司机服务态度恶劣，拒载乘客等原因拱手
把市场让给了黑车。”市民王先生说。

但不少出租车司机表示，过去拒载的现象
确实存在，但随着行业管理的加强，如今这种
情况已经很少。

什么是黑车？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界定
是：没有办理营运手续、专门长期从事非法营
运并牟利的车辆。它是游离于正常监管之外的
一个以逃避相关规费而存在的地下运输群体。

由于“黑车”没有国家要求的车辆配制和
车辆保养、保险等必要的投入，使“黑车”的运
营成本非常低，收益较大。因此，让许多“黑
车”司机不顾一切地进行非法营运，甚至，铤而
走险进行抗法。

高峰期市民为何打车难高峰期市民为何打车难？？

近期西宁市降雨较多，来西宁出差的王先
生在东西大街怎么也打不到车。询问当地市
民才知，原来东西大街白天是限制出租车出行
的，无奈之下，他坐了辆“黑车”。

上午10点，打车高峰期刚过，从城东经济
开发区一路空车的出租车司机牛师傅还是来
到了市中心。“稍微远点的地方就拉不上客，还
是市中心打车的人多。”

一面是出租车拉不上客，一面是市民打不
上车。很多市民对此也产生疑问。

西宁市到底有多少辆出租车？是不是出
租车数量太少导致市民频频遭遇打车难？

对此，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
局副局长张亚宁表示，目前打车难集中在上下
班高峰期，西宁市出租车数量为5516辆，万人
拥有量为46辆，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但由于西宁市平均通勤出行距离短，出
行成本较低，出租车是上下班高峰期上班一
族出行的首选。”张亚宁说。“西宁市目前可
供市民短途出行的只有公交车和出租车，遇
到上下班高峰期，路上堵车，打车难的现象
就会发生。”

““黑车黑车””治理到底有多难治理到底有多难？？

“黑车”到底该由谁来监管？
在此次道路客运市场非法营运专项整治

活动中，西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
局联合公安、城管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专项整治。

为什么同时调动这么多部门人员联合执
法?

按照执法权限，交警对乱停乱放等各种
交通违法进行查处，交通执法则主要负责监
管车辆营运、“黑车”载客的查处取证，城管
则监管建筑垃圾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车、散
装货物运输车“三车”，一旦遭遇暴力抗法，

又需公安介入。
在复杂的执法情况下，一线执法人员也

有苦衷。
“我们查处‘黑车’时，动作幅度稍微大

点，就会被质疑有粗暴执法之嫌。可我们一
旦手软，‘黑车’便更加猖獗。”一位一线执
法人员告诉记者。

“查处‘黑车’并不是市民所想的只要知
道是黑车就可以处罚。”张亚宁介绍，按照执法
要求，要对非法营运车辆进行处罚必须具有驾
驶员的询问笔录、乘客的证词以及视听材料。
即便“人赃俱获”，但查处起来也并不容易，不

少“黑车”乘客因为各种顾虑不愿配合取证调
查，这给执法取证带来不小困难。另外，一些
违法车主想方设法阻挠执法，甚至在现场采取
极端方式等，加大了取证难度。

除此之外，处罚难也是一个难点。
根据《西宁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办法》，给

予“黑车”司机第一次 5000 元、第二次 10000
元、第三次20000元处罚，并在媒体曝光。“但
由于被处罚的‘黑车’司机大多是生活困难的
城郊农民或城区的无业人员，而且大部分‘黑
车’是二手车，低档车，车价不高，处罚的执行
与兑现非常困难。”张亚宁表示。

目前，在西宁市的“黑车”聚集点，每天白
天大约有19名执法人员驻点。“平均每天查获
15辆非法营运车辆。”张亚宁说。

从4月1日至30日，多部门、多人手驻点
“黑车”聚集点联合整治“黑车”，原本较为猖獗
的“黑车”明显收敛，整治效果显著。

但在执法人员看来，只要联合整治力度有
所减弱，“黑车”还是会卷土重来。

如何建立一套更为贴近本地实际的长效
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让“黑车”淡出城市
之路，可能需要堵疏结合，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张永黎）

本报讯（记者 芳旭 摄影报道）保护青海
湖湟鱼，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然而有些人
却为了个人利益，依然铤而走险，以身试
法。5月15日，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
局在联合西宁市渔政部门检查市场时，查获
两起非法贩卖湟鱼案件，两名嫌疑人均被现
场拘留。同一天，两起违法案件，让人心

寒。我省保护湟鱼资
源的形势依然严峻！

据了解，在 5 月 15
日 8 时许，青海湖自然
保护区水上公安局和
西宁市渔政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城东区下南
关街市场检查时，发现
有人偷偷贩卖湟鱼，工
作人员在现场查获青
海湖湟鱼 3 箱，后又在
冰柜内查获疑似青海
湖湟鱼1袋。经嫌疑人
指认，承认收购的渔获
物为青海湖湟鱼，经过
秤确认，渔获物总计重
167.75公斤。现场渔获

物被依法没收，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无独有偶，在5月15日11时许，青海

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到群
众举报，称有人在贩卖湟鱼。执法人员迅
速行动，在城中区园树新村五处将正在贩
卖疑似青海湖湟鱼的嫌疑人郭某某抓获，
查处渔获物6.9公斤，并依法没收，嫌疑人

被行政拘留。
同一天，查处两起违法贩卖湟鱼案件，

令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局负责人心
寒。他说，近年来，在高利润的驱使下，一些
环湖餐饮业、私房菜馆、西宁市周边茶园，冒
天下之大不韪，违法偷捕、经营湟鱼现象屡
禁不止。为了严厉打击湟鱼贩子，仅去年一
年，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水上公安局就出动人
员580人（次），车辆160台（次），对重点区域
累计巡湖29420余公里，共办理各类案件22
起，涉案鱼获物2695.9公斤；抽取非法渔网
2939盘，罚款6.8万元。

保护湟鱼资源的形势依然严峻！保护
湟鱼，就是保护青海湖！马上又要迎来湟鱼
回游季，全省各级公安、工商、渔政等社会各
级部门应加大配合力度，重拳加码，形成整
治打击非法捕捞的强大合力，依法查处各类
破坏湟鱼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省市渔政
部门还应加大巡查密度和频次，对重点地
区、人员、村社、市场、餐厅等进行严格监管，
绝不让不法分子得逞。同时，让全社会积极
参与到保护青海湖资源的工作中来，形成政
府与群众联动，齐抓共管，才能在全社会营
造出“不捕、不贩、不食”湟鱼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 王紫）记者从省妇
联了解到，5 月 15 日是第 26 个“国际
家庭日”，2019年度999户全国“最美
家庭”在北京揭晓。我省20户家庭荣
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达哇卓玛家
庭作为我省代表赴北京现场领奖。

此次揭晓的我省 20 户全国“最
美家庭”均经群众推荐、组织推荐、

专家评审等方式层层择优推选出来。
他们中有党员干部、农牧民、工
人、教师、警察、医生、创业者等
群体。这些家庭在孝老爱亲、教子
有方、勤劳致富、热心公益、敬业
奉献、廉洁自律等方面，展现出了我
省百万家庭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和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5月16日，记者
从市妇联获悉，全国妇联揭晓2019年度全
国“最美家庭”名单，我省有20户家庭上
榜，其中西宁市有3户家庭获评2019年度
全国“最美家庭”，至此，我市全国“最
美家庭”增加至15户。

在已揭晓的 2019 年度全国“最美家
庭”榜单中，我市3户家庭上榜。上榜的

家庭分别是西宁市张生春家庭，西宁市王
飞家庭，西宁市贺海涛家庭。这3户家庭
中，王飞的家庭倡导文明科学的生活方
式，注重科学理财、合理消费、勤俭节
约，自制居家物品，变废为宝，美化家庭
环境，郊游时带领孩子们捡拾河道里的垃
圾，带头承担保护水源和保护河道的义
务。贺海涛则是平常和其他朋友比较关注

公益活动，一起为公园巷社区和贫困山区
孩子奉献爱心，筹集善款为他们捐赠课
桌、学习用具、健身器材等，做一些有意
义的公益活动……他们从孝老爱亲、教子
有方、热心公益等不同角度展现出我市千
万家庭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精神风
貌，是我市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建设
新时代幸福西宁的生动实践。

屡禁不止！黑车治理难在哪儿

我省20户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我省荣获2019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名单

颜世秀家庭 金峰家庭 朱生金家庭 张生春家庭
巴桑家庭 李红梅家庭 娘毛吉家庭 蒲生风家庭
更却家庭 晁永德家庭 贺海涛家庭 赵玉莲家庭
范建保家庭 娘本家庭 达哇卓玛家庭 黄雅珍家庭
王虹家庭 布戎家庭 王飞家庭 崔文学家庭

我市新增3户全国“最美家庭”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为进一步提升西
宁文化旅游整体形象，积极开拓海上丝绸之
路经济带重点城市群客源市场，实施精准营
销，推动区域旅游合作。5月16日,以“绿水
青山·幸福西宁”为主题的文化旅游推介会
在深圳市启幕。两地文化旅游主管部门、文
旅企业、自驾游俱乐部以及新闻媒体近120
人参加会议。

本次推介会旨在依托此次深圳文博会
的平台，通过文艺展演、线路发布、现场互
动、企业推介、政策解读等方式，展示西宁历
史文化、特色产品、风土人情，让深圳市民感
受青藏高原的大气磅礴和绿色生态之美，加
强两地企业的互动，推动深圳与西宁文化旅
游合作交流。推介会现场，西宁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各县区文化旅游部门和西宁市旅游
协会、丹噶尔古城景区、城东区新千国际广
场以及特色文创企业代表围绕“绿水青山·
幸福西宁”城市形象，通过视频展播、线路产
品讲解、特色文艺歌舞及特色旅游商品展示
等形式，对西宁市重点景区、文创产品、特色
美食、旅游线路等进行了全面推介。同时，
现场还发布了“大美青海”“唐蕃古道”“丝绸
之路”三条自驾环线，详细解读了《西宁市自
驾游奖励暂行办法》，推介了自驾游、乡村
游、城市游、亲子游等特色产品。西宁市旅
游协会为深圳市民量身订制的“行游西北”
高原探索之旅、“金秋研学”文化体验之旅、

“品味西宁”乡村生态之旅、“畅游幸福西宁”
等系列自助游、自由行优质旅游线路，引发

了深圳市民的极大热情。
推介会上，两地旅游协会会员单位签订

了旅游合作协议。两地文旅企业代表纷纷
表示，将主动对接、研发包装两地常态化、多
元化、市场化的文旅产品，深耕双方旅游市
场、促进共同发展。

此次“绿水青山·幸福西宁”文化旅游推
介活动的举办，是推动西宁文旅融合发展的
实质性举措，将进一步巩固我市传统客源市
场，增强西宁在珠三角等中远程旅游客源市
场的号召力，加强西宁与海上丝绸之路重点
城市群的文旅产业联系，搭建西宁-深圳文
旅合作新平台，推动两地间的深度交流协
作，共同打造特色旅游产品，不断提升“绿水
青山·幸福西宁”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92019西宁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深圳召开西宁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深圳召开

一天两起案件一天两起案件 保护湟鱼咋这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