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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出租汽车在城市客运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全国约有 100万辆出租汽车，

200万驾驶人，年客运量约 300亿人次，出

租汽车为 600多座城市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做

出特殊贡献。然而，整个行业近期处在困境

之中，群众打车难，企业经营难，驾驶人对

工作强度和收入不满意，非法营运车辆猖

獗，这些成为地方政府面临的难题。加之近

两年，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打车软件”和

“预约专车”的出现，促使出租汽车行业矛

盾更加复杂化。互联网技术可以使部分乘客

与车辆之间建立信息互联，避免车辆盲目空

驶，方便了部分乘客和驾驶人。但是，大众

服务和行业竞争的公平性均受到冲击，促使

打车更难、非法营运车辆更加难以管理、行

业更加不稳定等，同时引发对出租汽车行业

“份子钱”过高等问题的质疑。出租汽车目

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互联网技术使用的问

题，需要从出租汽车行业定位、运营模式、

管理政策等方面进行战略研究。201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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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车软件”、“预约专车”互联网技术在出租汽车行业的出现，使得长期存在的乘客打车

难、非法营运屡禁不绝等矛盾更加突出，进而引发出租汽车行业是否具有垄断性、是否暴利收费等

问题的讨论。为使出租汽车行业向更加安全、有效、公平、健康的方向发展，从综合交通体系的角

度，围绕出租汽车运营模式、服务水准和行业管理三个方面的变革趋势进行分析。针对现状问题提

出建议：一是出租汽车兼具公共交通与私人小汽车的双重属性，运营模式应多元化；二是服务应借

助互联网技术，消除乘客等车与出租汽车寻客双向排队的盲目性；三是行业管理应实行法制化运

作，协调乘客、驾驶人、企业等各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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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axi booking apps” and “taxi reservation service” has worsened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s in hard-to-get taxi service and uncontrollable illegal taxi operations. These prob-

lems trigger discussions on whether the taxi industry is a monopolistic industry and reaps the exorbitant

profits by charging the excessive fees. To promote taxi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a safe, more effective, fair

and healthy wa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form trend of taxi industry in three aspects: operation system,

service level, and industry management in concert with 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reach

that objectiv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axi operation be diversified considering its dual roles in public

transit and private car, fully utilizes internet technology to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ies from both passengers

and taxi providers, and be standard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at benefits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passengers, drivers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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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交通

运输改革的意见》 (交政研发[2014]242号)[1]

将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作为重大问题提出。在

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以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化阶段)，本文从

综合交通体系的角度，围绕出租汽车运营模

式、服务水准和行业管理三个方面的变革趋

势进行分析，并提出实施建议。

11 出租汽车运营模式的多元化目标出租汽车运营模式的多元化目标

———兼具公共交通与私人小汽车交—兼具公共交通与私人小汽车交

通的双重属性通的双重属性

业内对出租汽车的定位问题存在争议。

一部分观点认为其属于公共交通，应满足基

本需要，不应有特殊化、市场化的高端车辆

服务功能；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其具有私人小

汽车特性，不属于公共交通，不一定要满足

大众基本需求，满足部分人群需求即可。出

租汽车定位的宏观政策不明确对于行业的稳

定性将产生较大影响。本文认为出租汽车具

有以公共客运为主、兼有私人交通的双重属

性，运营模式应多样化，简单地将出租汽车

划分为公共交通或私人交通都具有片面性。

11..11 出租汽车具备公共客运属性出租汽车具备公共客运属性，，为广为广

大市民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大市民提供基本社会服务

传统出租汽车(以顶灯车为代表)是公共

客运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出租汽车有为社

会全体人员提供运输服务的属性 (即公共

性)，是整个城市活动不可缺少的客运方

式。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缺

乏门到门服务，而要扩大其服务范围，就需

要非集约出行方式做必要的补充。出租汽车

可以提供轨道交通和公交网络两端的接驳服

务，也可以为未开设轨道交通或公交网络的

地区提供服务，成为公共交通有机的必要组

成部分。

为数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出租汽车纳入

公共交通的范畴，即使在轨道交通和公共汽

(电)车服务水平较好、小汽车拥有量也较高

的情况下，出租汽车仍占有一定的市场份

额。国际公认的公交都市新加坡，在轨道交

通和公交均有较高运营水平的情况下，出租

汽车每日仍承担近百万人次的客运量(2012

年531万人口)。上海世博会期间，即便有发

达的轨道交通网络和公交网络，出租汽车仍

然承担着重要的交通保障作用。特别是在园

区散场时段，约 1/3的离场交通量由出租汽

车运送。出租汽车也有为大众提供服务的责

任和义务，例如，上海大众出租租赁汽车公

司坚持在除夕和大年初一至妇婴医院免费送

产妇和婴儿回家过年的传统，至今已 23

年。上海市在 2002年和 2012年两轮《上海

市交通发展白皮书》中都将出租汽车定位为

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2-3]。

11..22 出租汽车兼具私人小汽车属性出租汽车兼具私人小汽车属性，，为为

部分人群提供高端个性化服务部分人群提供高端个性化服务

出租汽车在行驶中占用的道路资源、单

位能耗及排放等方面具有私人小汽车的特

性。同时，出租汽车可以提供门到门服务，

具有私密性、方便性、可达性，有能力提供

不亚于私人小汽车的服务水平。在对私人小

汽车进行需求控制的大城市，有一定经济条

件但是无法拥有私人小汽车的人群对于出租

汽车服务较为青睐。所以，出租汽车也可以

是“汽车共享”模式在大范围的实现，是减

少个人拥有私人小汽车、降低出行强度、减

少停车场地需求的有效措施。国际大都市伦

敦的出租汽车早已有高端和普通之分，提供

不同品质的服务。

在“专车”出现之前，出租汽车行业已

存在可以提供高端服务的租赁车辆，但规模

不大，承担的客运量也不高。这为后来“专

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11..33 构筑出租汽车多元化运营模式架构构筑出租汽车多元化运营模式架构

出租汽车的双重属性决定其运营模式也

应多样化(见表1)。1)公共客运属性的基本服

务，由顶灯出租汽车承担，满足大众基本出

行需求，实行公用事业价格定价机制；2)私

人小汽车属性的高端服务，类似“专车”，

但是应要求车辆统一标志，避免非法营运车

辆进入，满足部分人群的出行需求，价格可

以在政府指导下部分市场化；3)特殊服务，

服务目标

基本服务

高端服务

特殊服务

车辆特征

顶灯车

统一标志

租赁车

服务对象

全部人群

部分人群

部分人群

定价机制

公用事业价格

政府指导价，
部分市场化

市场化

表1 出租汽车多元化运营模式架构

Tab.1 Framework of diversified taxi oper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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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已有租赁车为代表，满足商务包车等特殊

服务，价格遵循市场化机制。

22 出租汽车服务水准的互联网技术出租汽车服务水准的互联网技术

———消除乘客等车与出租汽车寻客—消除乘客等车与出租汽车寻客

双向排队的盲目性双向排队的盲目性

出租汽车自诞生起很长时期内，由于车

辆数较少，其服务一直是预约形式。直至改

革开放后逐渐增加车辆，并提供扬招式服

务，出租汽车服务水平才大幅提高。但是，

当出租汽车达到一定规模时，扬招服务形式

会产生乘客在路边等车难而出租汽车在街上

巡游空驶率高的矛盾，由此会演化出更多的

矛盾。因此，出租汽车运行需要充分利用互

联网技术，消除双方排队的盲目性。同时，

要避免互联网技术的不合理使用。

22..11 乘客等车的盲目性及其弊端乘客等车的盲目性及其弊端

出租汽车长期以来实行总量规模控制政

策。然而，随着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出租汽

车规模已不能满足需求。以上海市为例，近

10年人口约增长40%，出租汽车总数仅增加

14%，出租汽车万人拥有率(常住人口)仅为

20.7辆，低于香港 25.3辆、新加坡 53.0辆。

总量供给不足加之扬招为主的服务形式，使

得乘客在路边等车更具盲目性，能得到的有

效车比较少，造成打车难的局面。例如在出

租汽车用车高峰时段，乘客在路边扬招需要

等候较长时间，并且不确定会有空载车辆经

过，即便有空载车辆也可能遭到拒载。

乘车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致使一部分人

群转向非法营运车辆或者购买私人小汽车。

因此，乘客打车难、出租汽车服务水平下

降，会刺激私人小汽车的部分购买需求，也

会增加非法营运车辆的市场份额。

22..22 出租汽车寻客的盲目性及其弊端出租汽车寻客的盲目性及其弊端

出租汽车以巡游方式寻找乘客，空驶率

较高。以上海市为例，在需求量较大、乘客

打车难的情况下，近 5年，出租汽车的运营

里程空驶率仍然为 35%~40%，每天产生约

600 万车公里的空驶里程 [4]，对城市交通运

行、空气质量及能源消耗均产生较大的负面

影响。这也是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者不敢贸然

增加车辆规模的原因之一。在双方信息不通

的情况下，单纯增加车辆规模会进一步提高

出租汽车空驶率。

22..33 合理使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合理使用移动互联网技术

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使出租汽车

乘客与驾驶人之间实现信息互通，消除双方

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降低出租汽车的空

驶率。因此，加大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出租汽

车行业的使用，可提高服务水平和运行效

率。在此基础上增加出租汽车车辆规模，既

能满足服务需求，又能保障较低的空驶率。

现有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打车软件”和

“专车”技术的主要问题是存在违法违规现

象。1)驾驶人开车时使用手机违反交通法

规；2)打车软件的加价行为违反出租汽车(顶

灯车)公用事业价格的定价机制；3)乘客提前

向驾驶人透露目的地，导致挑客、拒载等情

况，违反行业管理规定，也使得大部分乘客

更难打到车；4)信息平台公司的“烧钱”补

贴行为引发市场不正常竞争；5)大量非法营

运车辆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混入出租汽车行

业，扰乱正规出租汽车的运营秩序。因此，

应规范出租汽车利用互联网技术运营的管理

规则，使其合法、合规、合理的使用[5]。

33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法制化运作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法制化运作

———协调乘客—协调乘客、、驾驶人驾驶人、、企业等各企业等各

方利益方利益

出租汽车行业各方的矛盾源于利益不均

衡。企业收取出租汽车营运证费用被误认为

是暴利和垄断行为；出租汽车驾驶人面临非

法营运车辆的不公平竞争且需缴纳高额的

“份子钱”。当成本不断上升、利润少于可接

受水平，企业和驾驶人失去提高行业服务质

量的积极性，从而伤害乘客利益。各方利益

矛盾冲突，最终聚焦在出租汽车行业是否具

有垄断性、营运证收费是否合理等问题上。

矛盾的化解还需要通过法制化的管理手段来

平衡各方利益。

33..11 经营方的责任和权力经营方的责任和权力

出租汽车企业拥有经营权，向驾驶人收

取管理费或营运证使用费。反对意见认为出

租汽车企业无偿获得营运证，在总量控制下

垄断了出租汽车营运证资源，又向驾驶人收

取暴利费用。对此有两种明显态度：1)完全

市场化，采取拍卖的形式，拍卖方式通常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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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管制相结合，具有公开、公平、公正的

特点，能够充分体现经营权作为“稀缺资

源”的价值；2)完全采用行政手段，从国外

城市的经验来看，行政许可必须做到公开、

公平、透明，且与经营者资质条件、内部管

理水平及服务质量挂钩。伦敦、东京的出租

汽车运营牌照都实行政府许可制度，不收取

经营权使用费用。

然而，完全市场化或完全行政手段都需

要较高水平的管理保障，否则会更加混乱。

完全的市场化拍卖方式会抬高出租汽车经营

权价格，增加运营成本，产生高额的行业利

润，最终造成的负面影响会转嫁到消费者身

上。例如温州市出租汽车经营权拍卖后，由

于具有永久性持有、可以继承、可在市场上

自由转让、可在银行抵押贷款等特点，高额

的利润空间催生了包车群体，而随着包车形

式的不断发展，开始出现二包、三包甚至四

包，严重影响运营服务水平。香港同样采取

拍卖方式，但因运营模式和监管水平的差

异，服务质量远高于温州。完全行政手段的

准入门槛设置较高，对经营者资质有严格要

求。东京申请出租汽车公司牌照的条件包括

10个方面的要求，个体申请者须有 10年以

上驾驶公司出租汽车的经历，连续若干年无

违章记录，并且须通过交通法规、地理知

识、心理常识等专项考试。

在未来 3~5年时间，城市所处的经济发

展阶段、政府管理能力、监控技术手段等难

以达到较高的管理水平要求，因此现阶段中

国出租汽车行业仍需要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

双重管理，并对现有的经营机制进行优化和

调整。当正规经营者成本不断上升、利润逐

渐下滑，行业的服务质量就难以保障。为保

障服务质量，应对出租汽车行业进行严格管

理，征收一定的营业证费用或者管理费，用

于车辆投入、服务质量监管、驾驶人基本保

险等。

33..22 驾驶人的利益保障要求驾驶人的利益保障要求

出租汽车驾驶人作为从业者，普遍劳动

强度大，每日工作时间在15 h以上甚至达到

20 h，并且工作环境差，生活不规律。与此

同时，由于非法营运车辆的存在，正规出租

汽车驾驶人的运营收入受到较大影响。相比

非法营运车辆，出租汽车驾驶人高强度的

劳动并未带来高收入。例如，出租汽车驾

驶人每天工作差次约30~35次，每次运营约

7 km；而非法营运的专车驾驶人每天工作约

10次，每次约 10 km，收入是出租汽车驾驶

人收入的2~3倍。以南京市为例，受到非法

营运车辆的影响，出租汽车驾驶人每月收入

由原本4 000元下降至2 000元。多地出租汽

车驾驶人停运，正是因为非法营运车辆抢占

了市场。

33..33 利用法制化手段协调各方利益利用法制化手段协调各方利益

由于对服务质量的严格要求与对利润最

大化的追求存在矛盾，必须采取法制化、制

度化的手段协调各方利益。

首先，实施出租汽车总量动态控制，制

定严格准入和退出机制。出租汽车行业长期

以来实行总量控制，多年来维持不变，难以

应对需求的增长。非法营运车辆规模快速增

加也说明了正规出租汽车的不足。因此，应

实行根据市场需求动态的总量控制，同时采

取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主要通过提高驾

驶人从业准入门槛、提高车辆标准、强化服

务质量与安全监管，实现对出租汽车规模的

间接控制。其次，完善优化出租汽车行业经

营机制，制定经营权与服务质量挂钩的机

制，同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明确驾驶人收

入水平分配原则。第三，规范新兴互联网技

术的合法合规使用，保护合法运营车辆及乘

客的权益。此外，严格执法、严厉处罚，消

除非法营运车辆对正规车辆的干扰。通过加

强法律法规手段，使得各类出租汽车服务均

在同一法律环境下运行，保障各方获得一定

经济利益，向出行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44 结语结语

出租汽车行业正经历着长期内在矛盾的

爆发和新互联网技术的冲击，内在因素和外

在条件都有变革的要求。出租汽车行业未来

应向运营模式多元化、服务技术互联网化和

管理手段法制化方向发展。健康发展的出租

汽车行业对于构筑低碳易达交通体系、控制

小汽车增长、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支撑城

市正常运转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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