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法打击非法运营工作， 成为了长沙市
交通行政执法者们的共识和使命。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工作采取一种“五
加二” “白加黑” 的模式。 随着城市不断扩
大， 执法人员有限， 只好连轴转， 一年到头
很少休息。

舍小家， 为大家， 成了他们的共同选
择。

“我们都是一群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
谁家都有妻儿老小需要照顾。 但是为了工
作， 只能是让家庭做出牺牲， 对孩子只好亏
欠……”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天心大队副
大队长唐建国和记者谈到家庭时， 不禁神色
黯然。

唐建国告诉记者， 他们不但照顾不到家
人， 还因为自己的工作有时还很危险让家人

担忧， 而大家都爱自己这份工作。
2013年5月， 唐建国的队友杨光在市中

心医院附近进行执法检查时， 肩部被藏有管
制刀具的黑车司机深度砍伤， 当场被送进医
院。 住在医院的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
一个月后， 伤势未痊愈， 便主动要求马上加
入到执法队伍里来。

像杨光这样的“遇险”， 开福区交通运
输局执法队员谢晓翊也碰到过。

2013年6月13日， 谢晓翊和同事正在芙
蓉中路武警总队消防医院门口执勤， 发现一
辆牌照为湘A·EG987的小轿车从事非法营
运。 他们拦下该车进行现场取证时， 车主突
然发动车辆， 准备逃跑， 谢晓翊用身体挡在
车前， 车主将车冲顶他， 导致谢从引擎盖上
直接摔倒在地。

“这不是港产的警匪片， 而是我们队员
在执法过程中的真实写照。” 陶卫介绍， 干
部、 队员对事业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在无形中影响了一些黑车司机“浪子回
头”。

今年40岁的老的哥李师傅是长沙某出
租车公司的司机， 4年前， 因为高额的“份
子钱”， 他买了台比亚迪小车， 白天自己跑
黑车， 出租车租给别人开， 晚上他才开的
士。

一次他同朋友闲聊中了解到， 去年9月
16日， 雨花区交通运输局执法队员李亚辉参
加火车南站地区综合办组织的联合执法， 在
阻止黑车逃跑时， 造成李的头部严重受伤、
髋骨骨折。

这件事让李师傅深有感触， 当即决定让

爱人开小车上下班， 自己则重返正规出租车
岗位。 他说： “那些执法者冒着生命危险来
查办黑车， 似乎硬要和我们作对。 但回过头
来想， 他们是拿着命去换取正常的交通秩
序。”

记者找到老李时， 他刚好交接完班。 当
他弄明白记者的来意时， 特地嘱咐记者要让
更多的黑车司机知道“抓得太严了， 罚不
起， 也很不划算!”

据悉， 长沙市将开展新一轮的整治出租
车拒载、 绕道、 宰客等违规行为行动， 市公
共客运管理局出台近年来最严厉处罚措施。
除了重罚， 长沙还推行错时交接班、 有奖举
报等制度， 并将推出规范的电召平台， 启动
运价结构调整前期调研， 进一步缓解市民打
的难问题。 ◎责编：刘凌 美编：吴希◎

规范交通进行时
———长沙打击非法营运提升城市品质纪实

本报记者 吴希

3月21日下午5时至6时， 长沙下班高
峰期。 记者站在芙蓉中路湖南日报站台
旁等了1个小时， 竟没能像往常一样打到
一部黑车。 在去年这个时间段， 记者至
少可以碰到上 10部黑车的司机上前邀
客。

近年来， 长沙城市不断扩容， 人口不
断增多， 交通拥堵和运力的不足， 让黑车
有了生存的空间。

“公交车很慢， 也挤， 而且直达上班
地点的又少， 所以选择打的上班。 打不到
正规的士， 我只好搭乘黑车。” 在一家医
药公司从事行政工作的彭琼琼一语道出了
大部分上班族打黑车的理由。

一次， 记者赶采访， 情急之下坐上一
部黑车。 司机告诉记者： “不需要缴纳相
关税费， 如果跑得勤快， 一天至少可以赚
300元。 长沙非法营运的处罚最低为5000
元， 意味着黑车被抓一次， 只要跑半个多
月， 就能赚回违法成本。” 就受益而言，
黑车虽然有被抓、 被罚的风险， 但几项进
出加起来， 他们确实可谓低成本赚大钱。

“交几千元罚款就拿回被查扣的黑
车， 出来跑个10天半个月即能赚回违法成
本。”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陶卫
认为， 高额的利益回报是黑车急剧增长的
一个主要原因。

但， 不论什么原因， 黑车的出现， 都

扰乱正常的出租车运输市场秩序， 有时不
给发票、 胡乱喊价甚至暴力威逼等违法违
规行为还严重影响了长沙城市品质。

去年5月15日至7月5日， 长沙进行了
打击非法营运专项治理行动， 查扣了黑车
1239台。

今年2月18日， 在长沙市交通行政执
法局媒体通气会上， 确定今年为长沙“打
非” 攻坚年， 除了继续去年的严管高压态
势外， 还将提高黑车的非法营运违法成
本。

同时， 长沙将在市区新增出租汽车
1000台特许经营权有偿使用项目， 今年下
半年， 还拟再增500至1000台出租车……

2012年， 长沙市查扣非法营运车辆1248
台次 。 2013年， 共查扣车辆 6001台次 。
2014年1月1日至2月19日， 已查扣车辆598
台次， 查扣线路牌证10块。

“‘打非’ 的成果看似越来越大， 但也
给我们敲响警钟， 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 这
就要求我们常态化、 全员性、 全天候地打击
非法营运。”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局长曹
国辉说。

长沙市在充分发挥交通执法“专业打”
优势， 加强路面日常监管， 提高“见警率”
的基础上， 采取部门“联合打”、 异地“联
合打”、 市区“联合打”， 对辖区范围里的非
法营运展开全面打击。

交警部门通过加大高清摄像头装设密
度， 设立禁停标识并与交通执法信息实现互
认、 共享， 大大降低了非法营运空间， 畅通
了监管通道。

岳麓区创建公安、 交警、 交通“三位一
体打非” 模式， 成效凸现。

2013年3月以来， 市交通行政执法局积
极配合芙蓉区整治火车站黑站黑点， 启动司
法程序， 37家已基本取缔； 与雨花区联合整
治武广火车南站， 根据高铁运行规律， 延长
执勤时间， 形成轮值制度， 车站及周边客运
秩序井然； 与开福区联合整治汽车北站， 促
使北站秩序实现质的提升； 与天心区联合整
治解放路， 黑车明显减少； 与浏阳市联合整
治新天宾馆发车点， 查扣车辆8台； 与长沙
县联合查扣车辆4台。 通过“联合打”， 对市
内私家黑车和聚集长沙的班线黑车构成了强

大威慑力。
曹国辉说， 如果不端掉套牌出租车黑窝

点、 社会黑车非法揽客点， 及时解决长沙火
车站、 武广火车南站和汽车南站、 北站等地
班线车乱班乱线， 长沙交通运输自然会乱。
只有让长沙市交通回归规范、 正常、 便捷，
才能真正造福市民， 真正提升城市品质。

长沙市交通系统为提高执法人员法规水
平和业务能力， 共组织开展法规、 业务培
训， 与区县、 市直部门和外地市交流， 专题
调研活动16次； 为提高执法装备能力， 市、
区财政加大投入， 购置相应执法设备， 共新
购置执法车辆4台； 为提高技术监控能力，
在重点地段、 重点区域增设高清监控设施，
提高天网工程利用率， 加快建设出租车智能
监管系统。

为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 长沙市交通运
输局负责区县 （市） 交通执法机构的执法指
导， 对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明确界定， 统一
市、 区县 （市） 执法流程， 公安、 旅游、 工
商等部门形成常态打击， 并根据各自职责形
成规范具体的办法。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兆群说：
“我们在‘打非’ 上部门联动、 铁腕行动，
就是要打造长沙文明交通， 给长沙的整体面
貌和市民感受带来更好的体验。”

长沙市坚决抵制“欲盖弥彰” 的做法，
主动邀请省、 市媒体负责人以汇报会、 交流
会的形式说明“打非” 工作的意义、 任务和
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请记者随队执法采访，
亲身体验一线执法， 了解执法的难处和困

惑。
面对市民、 媒体和社会关于“钓鱼执

法” 的质疑和一些不实之辞， 长沙市交通执
法队伍及时用执法现场视频资料说话， 同时
诚恳听取和采纳媒体记者、 市民的合理性建
议和意见， 进一步落实规范、 文明、 廉洁、
安全执法的要求。

“市民有‘打非’ 知晓权， 我们主动把
这一权利交给市民， 就是要让全社会了解黑
车的危害性， 一同打击喊客拉客、 假牌、 套
牌等违法行为， 共同维护长沙交通。” 刘兆
群说。

黑
车“打非”，让“黑车”大幅减少

“打非”，就是提升城市品质

“打非”，执法队伍的无私奉献赢得“浪子回头” 长沙市五一大道， 下班高
峰期市民正在向非法载客车辆
司机询问价格。

交通行政执法队员为出站旅客服务。 交通行政执法队员在车站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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