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世军：机制创新与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以上海市无障碍出租汽车阳光车队为例

摘要：通过对上海市无障碍出租汽车阳光车队的调查研究，

探讨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加快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首先介绍

了阳光车队的组建背景、运作模式、服务方式以及技术运用。

指出阳光车队的现实意义，即通过公共部门、私人企业以及社

区之间的合作，调动社会资源为残疾人提供公共服务，是保障

重度肢体残疾人群体出行权利的有益尝试。分析阳光车队存

在服务对象范围小、服务时间有限制、运营成本高、财政补贴

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对促进阳光车队发展

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明确政府责任、优化运营管理、进行技术

改进。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

ment of obstacle-free travel environment through system reform

based on a survey on a special taxi services called“sunshine

fleet”in Shanghai. By introducing the background, operational

patterns, services types,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sun-

shine fleet”, 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providing mobility to

people who are severely handicapped is significant in a society.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service experiments how to provide and

protect the mobility right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y. This paper

also outlines the problems of the service including the limited

ridership and service time, high operating cost and unreasonable

financial subsid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in opti-

mizing the service and improving service technic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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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天津、上海等特大城

市及沿海特区开放城市在无障碍环境建设

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1]。特别是上海特奥会

(2007 年)、北京残奥会 (2008 年)的召开，

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城市的无障碍环境建

设，许多国外先进理念和做法被介绍到国

内。但是，仅仅拥有先进的建设理念、新

的技术和设计实施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

结合我国的实践，通过机制或体制创新，

才能使残疾人切实感受到社会文明的进

步，真正实现平等共享 [2]。上海市无障碍

出租汽车阳光车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案例。

1 阳光车队简介

1.1 组建背景

无障碍出租汽车是无障碍公交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现有的无障碍出租汽

车(Accessible Taxi)主要是轮椅无障碍出租

汽车(WAT)，设有方便轮椅上下车的坡道

导轨或升降梯、轮椅固定装置，保证人和

轮椅在车内安全固定，使残疾人坐在轮椅

上就可以享受出租汽车这种灵活方便的服

务。在纽约、伦敦、香港等国际化大都

市，都有运营良好的轮椅无障碍出租汽车

服务系统。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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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结果显示，上海市肢体残疾人为 27.2万，多重

残疾人为 10.1万，这两类残疾人中需乘坐轮椅出

行的约为 6 万人。乘坐轮椅是他们工作、学习、

看病等日常生活的必备代步工具，而普通的公共

交通车辆无法提供特殊的升降设施，使他们的出

行存在诸多困难和不安全因素。尤其是一部分重

度肢体残疾人，如四肢瘫、高位截瘫、神经肌病

患者，他们完全无法脱离轮椅移动，基本无法自

主使用公交出行方式。其中有部分残疾人在他人

采用背、抱的方式乘坐普通出租汽车时，身体位

置的变化会对其健康造成损害。此外，高龄病残

老人、暂时受伤或患病严重者也都与重度肢体残

疾人有着类似的出行困难问题。为此，以特奥会

召开为契机，上海市正式组建成立了无障碍出租

汽车阳光车队，为上海市需乘坐轮椅出行的中、

重度肢体残疾人和多重残疾人提供优惠乘车服务。

1.2 运作模式

无障碍出租汽车阳光车队最大的特点是采用

了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2007年，上海

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下简称“建交委”)、上

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以及上海市残疾人联

合会(以下简称“残联”)三方牵头，发布了建立

专为残疾人提供出租汽车服务的阳光车队的招标

书。上海大众交通集团通过竞标成为落实这一项

目的运营方。各方的具体分工是：上海大众交通

集团是阳光车队及其服务的运营方和投资方，负

责车辆的维护更新、运营资金以及司机、调度、

预约服务人员的任用，提供车辆停放、办公场

地，设立阳光车队预约服务热线；残联及其各

区、街道(镇)残疾人团体是阳光车队的协作方，

负责接受“阳光卡”申请、审核和发放；上海市

政府对阳光车队为持有“阳光卡”的残疾人服务

提供每年最高150万元的资金补贴。

1.3 服务方式

阳光车队的服务对象为具有上海市户籍并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需乘坐轮椅出行的

中、重度肢体残疾人和多重残疾人，具体服务流

程见图1。阳光车队优先保障持有“阳光卡”的重

度残疾人的预约服务，他们凭卡在市域范围内乘

坐阳光车队无障碍升降车时，按上海市出租汽车

小客车标准的 70%收费。对没有“阳光卡”但也

必须依赖轮椅移动的伤病人、老年人提出的订车

预约需求，在保障“阳光卡”乘客订车需求的前

提下，酌情提供出车服务。此外，阳光车队在没

有预订服务的情况下，也为马路扬招乘客提供服

务，对此类乘客没有身体条件限制，这是出于避

免出租汽车资源闲置的目的。

图 1 阳光车队服务流程

Fig.1 The process of the “sunshine flee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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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运用

大众交通集团出资 2 000万元购买了 50辆配

备升降机的轮椅无障碍中型客车。共有两种车

型，包括 20 辆考斯特丰田中型客车(8 个普通座

位，1个轮椅位)和30辆伊斯塔纳汇众中型客车(16

个普通座位，3个轮椅位)。20辆考斯特轮椅无障

碍车辆在2007年为参加特奥会的人员提供了无障

碍服务。2007年 9月正式成立的阳光车队由 30辆

伊斯塔纳组成(20辆考斯特在特奥会结束后不再提

供服务)，成为中国内地首支政府牵头、市场组建

运营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队。

2 阳光车队的现实意义

无障碍出租汽车阳光车队作为中国内地首个

轮椅无障碍出租汽车服务系统，填补了国内重度

肢体残疾人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空白，实现了依

赖轮椅生活(坐在轮椅中实现身体的整体移动比任

何方式都有效、安全)的市民公共交通机动性零的

突破。2009年 1－7月车队服务情况见图 2。阳光

车队通过公共部门、私人企业以及社区之间的合

作，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为残疾人提供公共服

务，提高了重度肢体残疾人群体的机动性，保障

其出行权利、促进其融入社会，可以说是一次公

共服务理念的转变和社会创新。阳光车队以创新

的方法满足未满足的社会需求，解决未解决的社

会问题，已在市民中享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上海是一个老龄化的城市，且老龄化程度越

来越高。部分病残老年人、高龄老年人也依赖轮

椅移动，对阳光车队服务有极大的需求。此外，

由于每个人在不同的生命时期、不同的场合可能

遇到与残疾人一样或类似的障碍[3]，即每个人都可

能有对阳光车队服务的临时需求。可以说，阳光

车队在为特殊群体服务的同时，也为大众在特定

年龄阶段或特定时期的出行机动性提供了一种新

的可能，是每个人潜在的出行方式，或者说，每

个人都将是阳光车队服务的受益者。

3 运营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轮椅无障碍服务出租汽车

系统，阳光车队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吸引越

来越多的重度肢体残疾人使用的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从调查数据来看，

无障碍出租汽车业务有很大市场，但阳光车队运

营量并未饱和。这说明无障碍出租汽车的需求和

供应发生了错位，这与车辆的调度、具体运营方

式、乘车准入制度等方面都有关系。阳光车队运

营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服务对象范围小。

阳光车队原则上只对持有“阳光卡”的用户

提供服务。截至2009年上半年，残疾人联合会共

发放了近3万张“阳光卡”，而上海市符合标准的

残疾人估计有 6万，即有相当部分残疾人有对阳

光车队服务的需求，但没有得到享受服务的许

可。目前上海市 6个远郊区县(崇明县、金山区、

青浦区、松江区、嘉定区、奉贤区)尚未开通阳光

车队服务，居住在这 6个区县持有“阳光卡”的

残疾人也不能在区内享受阳光车队的服务。

2) 服务时间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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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9 年 1－7 月阳光车队无障碍服务差次

Fig.2 Service times of the “sunshine fleet” from January to July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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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车队的出车服务时间为 4:00－22:00，在

深夜和凌晨不提供服务。要使用阳光车的乘客，

必须提前 1~5天电话预订车辆，如果要预约第二

天的服务，则必须在当天15:00之前电话预约。这

就造成残疾人某个时段或有临时、紧急服务需求

时无法得到满足。另外，残疾人的部分出行如就

医的回程难以确定准确时间，也就不能预约到车辆。

另外，残疾人预约用车时间非常集中，通常

集中于节假日及每天9:00－11:00和13:00－15:00，

这两个时段的用车需求凭借 30 辆阳光车很难保

证。而其他时段的用车需求较少，又造成部分车

辆空闲待运。

3) 运营成本高。

阳光车队的运营支出较高，主要体现在：车

辆购置费用及维修费用高——无障碍车辆许多零

部件需要进口；车辆运行费用高——车型大，油

耗高(是普通出租汽车的 1.87倍)；每差运送成本

高——根据预约出差，空载率高。初期运营支出

构成见图3。

相反，阳光车队的运营收入较低。根据预约

提供无障碍服务，差次承接不灵活；每差服务时

间长；运营时间短(每天18 h)。以上服务特点都导

致阳光车队日均运行差次远少于普通出租汽车(实

际每车日均服务差次仅为普通出租汽车的 1/10)，

也就很难通过更多的收入来弥补支出。阳光车与

普通车运营数据见表1。

4) 财政补贴不合理。

阳光车队成立之初，上海市建交委、交管局

和残联达成协议，由市残联每年向市财政申请150

万元阳光车队优惠乘车服务专项补贴资金，以购

买服务的形式补贴阳光车队服务对象叫车、优惠

乘坐车辆以及车辆为服务对象提供专用服务等产

生的费用，大众交通集团年终与市残联进行结

算 [4]。但是，目前财政补贴的普惠制对关于公共

交通的补贴发放提出了新要求，财政公交补贴只

针对换乘优惠(包括老年人)、燃油和购置车辆三

方面项目。阳光车队的服务费用针对持有“阳光

卡”的残疾人有 30%的折扣优惠，因此，交管局

将阳光车队的补贴归为换乘优惠，补贴只针对

30%的车费优惠发放。这与当时达成协议时的专

项补贴资金模式有一定出入。

截至 2009年 4月底，阳光车队已亏损 500余

万元(见表 2)，每 1元营业额亏损 82元[5]，总体特

征是车队营运量越多亏损越多。

4 相关建议

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残疾人以平等的权

利、同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进

步文明成果的基本条件[6]。阳光车队这一服务系统

寄托了万千重度肢体残疾人的生活希望，伴随着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凸显，

理应使之发展壮大而非难以为继、服务缩减甚至

彻底消失。为保证无障碍出租汽车服务持续、健

康地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明确政府责任。

保证全体市民拥有可依赖、有保障的交通服

务方式来完成出行目的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和

义务。政府灵活多样的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措施

对保证无障碍出租汽车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服务水

平起到关键性作用。例如，实行出租汽车津贴

(Taxi Transport Subsidy Scheme, TTSS)计划，向符

合一定条件、出行有障碍的人士发放出租津贴

券。出租汽车公司再利用津贴券向政府结算费

用。当然，阳光车队也可以通过社会捐助来缓解

目前的经营困局。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香

港，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长期资助香港复康

会。2008年 7月，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出

1 500多万港元资助香港复康会未来三年的营运开

支，并购买20辆可供轮椅上下的“易达轿车”(坡

道式轮椅无障碍中型客车)，这单笔捐助即相当于

车辆折旧

燃料成本

修理费

轮胎损耗

人员工资

四金

11%

37%

30%

3%
17%

2%

图 3 阳光车队运营初期(18 个月)支出构成

Fig.3 Expenditure in the initial 18 months
of the “sunshine flee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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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年度财政资助的70%。

另外，日渐老龄化、国际化的上海，来自残

疾人以外的无障碍出租汽车服务需求将越来越

多，而现行的“阳光卡”发放将在上海生活的外

地户籍残疾人、使用轮椅的老年人、依赖轮椅的

临时伤病患者排除在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需

求与供应之间的错位。随着社会福利的普惠制和

均等化，应考虑扩大“阳光卡”的发放范围。

2) 优化运营管理。

对残疾人出行需求规律进行调研，通过会员

制扩大覆盖范围，保持车队的适度规模；为不同

需求群体设计差异化服务，实行梯度化的收费方

式，进行科学的营运核算；运用媒体进行营销，

树立品牌形象等。此外，应考虑将社会企业运作

模式作为阳光车队这类个性化无障碍公共交通服

务的远景目标。社会企业通常具有以下特征：①

运用商业手段和方法为肢体残疾人提供充足的公

交个性化服务；②融合社会、商业的资本和管理

方法；③创造社会和经济价值；④从商业活动中

获得收益来支持阳光车队项目；⑤由市场驱动同

时由“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公交服务”的使命引

导；⑥权衡财务绩效和社会影响；⑦在提供无障

碍服务过程中满足经济目标；⑧从无约束收入中

享受财务上的自由；⑨在达成使命的过程中融入

商业战略。

3) 进行技术改进。

如何解决阳光车队硬件方面的技术问题需要

深入研究。如通常重度肢体残疾人出行只有一两

个陪同人员，远低于伊斯塔纳车辆的额定乘客

量，造成了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另外，阳光车队

原则上可以接受路上扬招业务，但由于伊斯塔纳

车型与一般概念上的出租汽车外形差别较大，普

通乘客不会扬招阳光车，空驶率难以降低。因

此，应考虑生产设计各种车型的无障碍出租汽

车，并研究制定标准车型和规范。

目前，阳光车队的所有车辆仅由电话调度中

心根据电话预约排序，车辆轮流安排业务，这样

的预约与调度模式不利于车队的高效运转。应研

究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网络技术、无线通信技

术、智能卡技术，提高阳光车队智能化、方便化

程度，从而使阳光车队更受残疾人青睐，并成为

其出行的一个重要选择。

项目

小时营收/(元·h-1)

公里营收/(元·km-1)

日营运里程/km

月营业额/(元·车-1·月-1)

里程利用率/%

公里油耗/(元·km-1)

营业差次/(差·d-1)

阳光车

14.8

1.7

104

5 339

52

0.83

3.25

普通车

33

2

400

24 000

6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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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阳光车与普通车运营数据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the operation between the
accessible taxi and ordinary taxi services

项目

实收车费

车辆折旧

燃料成本

修理费

轮胎损耗

人员工资

四金

支出

收入

2007年
全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2 255

304 290

2 974

144 000

24 750

265 200

103 000

－841 959

4 889

304 290

6 844

144 000

24 750

265 200

103 000

－843 195

6 481

304 290

9 157

144 000

24 750

226 200

88 200

－790 116

10 649

304 290

12 809

144 000

24 750

226 200

88 200

－789 600

2008年 2009年
一季度

小计

4 992

304 290

6 823

144 000

24 750

265 200

103 000

－843 071

30 479

304 290

41 670

144 000

24 750

226 200

88 200

－798 631

59 745

1 825 740

80 277

864 000

148 500

1 474 200

573 600

－4 906 572利润①

① 利润 = 实收车费－车辆运作成本

表 2 阳光车队仅承接残疾人业务的盈亏情况

Tab.2 Financial data of the “sunshine fleet” (servic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nly)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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