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多个城市

出租车价格上调

本报讯“行行摄摄大美冰城第

三季———ZAKER� 融媒体城市群全

景直播” 今日（1 月 14� 日）在 ZA-

KER�新闻客户端全网播出，来自十

座 ZAKER 融媒体城市群的主播将

以接力直播的形式， 向全国网友推

介哈尔滨第 36 届国际冰雪节。 日

前，ZAKER 贵阳主播已经提前到达

冰城哈尔滨，实地踏访各特色景点，

预先体验哈尔滨的冰情雪韵。

此次 ZAKER 贵阳主播负责接

力的部分是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和

建筑艺术广场“吃吃吃” ，从味蕾上

感受哈尔滨 “中西方文化临界点”

的独特魅力。

中央大街，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

大气，来到这条街之后，主播发现，

它“长” 得更大气。 据悉，中央大街

北起哈尔滨江畔的防洪纪念塔广

场，南接新阳广场，长 1400 米，始建

于 1900 年， 距今已有 120 年的历

史， 是哈尔滨市很繁盛的一条商业

步行街。

这条街道不仅有文艺复兴，巴

洛克等多种风格的建筑，还有不少

地道的哈尔滨美食。 里道斯红肠、

马迭尔冰棍、冰糖葫芦、本地烧烤、

正宗俄式西餐……左右手开工，主

播在这里已经吃到完全不顾身材

保养了。 并且，主播还发现了一个

新吃法———一口地道哈尔冰烤肠，

一口马迭尔冰棍， 冰火两重天，味

道绝了！

而对于哈尔滨冬季最受欢迎的

冰雪节，来自贵阳的舒先生说，哈尔

滨冰雪节第一个让他震撼的， 是它

历史之悠久。 “竟然在 80 年代就已

开始举办， 各地真正开始用心举办

各类‘节’ ，是在新世纪之后才渐成

风尚，哈尔滨领风气之先，看来由来

已久。 ”舒先生还说，哈尔滨冰雪节

透出一种浪漫和纯真的气质， 在浪

漫的雪景下，一切似乎都非常纯净，

在寒冷的天气中，人与人的相拥，手

与手的紧握都显得格外温暖。

据了解， 行行摄摄大美冰城今

年已经是第三季了。 2018� 年，第一

季行行摄摄大美冰城， 首次通过网

络直播的形式展示了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的精彩盛况。 2019�年，行行摄

摄大美冰城第二季， 五路直播团队

走进中央大街、伏尔加庄园、松花江

上的大众冰雪嘉年华、 雪博会和冰

雪大世界。 这一季，来自 ZAKER广

州 、ZAKER 南京 、ZAKER 贵阳、

ZAKER 兰州、ZAKER 湖北、ZAK-

ER南昌 、ZAKER 石家庄 、 深圳

ZAKER、ZAKER 厦门、ZAKER 潇

湘的主播将组成多路直播团队，进

行接力直播， 向网友展示欧陆风情

满满的中央大街、 正宗俄式西餐和

地道东北美食、 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艺术、可爱调皮的淘学企鹅、漂亮迷

人的白鲸、 阿城滑雪场的速度与激

情等。

（贵阳晚报融媒体记者 胡亚妮）

贵阳主播带你逛冰城

眼下，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宣布，

将在即将到来的鼠年春节期间，上

调出租车费。 其中，安徽黄山、阜阳，

浙江杭州、金华，江苏淮安、连云港，

广东珠海等 7 个城市将在打表价上

直接加收费用， 每趟次加价 2 到 10

元不等。

例如，调整后，春节期间在杭州

打车起步价要 23 元。 四川资阳、自

贡则是同时调整起步价及运价。 此

外，浙江丽水、四川泸州、吉林白山、

广东惠州等 4 个城市也在筹备春节

期间出租车涨价事宜。

这次出租车春节集体涨价的地

方包括杭州、珠海等多个城市，而涨

价的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加

收 2 到 10 元不等的费用，一种是调

整起步价， 执行时间都是在春节法

定节假日期间。

以浮动价格的方式， 鼓励司机

春节坚持上岗， 也让他们更有动力

提供优质的服务，这种“明目张胆”

的涨价，并非难以接受。

灵活的价格机制， 有利于市场

供求关系的平衡。 春节期间，人们对

打车的需求增加， 但很多出租车和

网约车司机却在休假， 这让春节期

间成为一年当中最难打车的时刻，

也是出租车拒载、 漫天要价以及黑

车泛滥等问题最严重的时刻。 因此，

适当增加服务费用， 调动出租车司

机的积极性， 能够起到刺激供给的

作用。 这也是此次集体涨价公布后，

很多市民表示理解的原因。

过去， 不少城市在春节期间都

会采取集中整治的方式来规范出租

车行业的运行， 它所对应的正是集

中涌现的拒载、 漫天要价等负面问

题。 现在， 随着集体涨价方案的推

出，在服务价格升级的同时，服务水

平同样得升级。 总之，乘客付出了额

外的价格， 就得享受对应的服务品

质，不能在合法加价之外，还被卖方

市场下的出租车司机继续套路。

不管怎么说，春节期间，随着大

量流动人口返乡， 出租车服务质量

将会成为观察一座城市管理水平的

重要窗口。 因此在通过价格浮动机

制确保司机权利之余， 乘客的出行

权利，同样需要得到良好地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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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针对多城市出租车在

春节期间上调价格问题， 贵阳市一

些市民也在咨询贵阳出租车在春运

期间是否要跟着涨价。 1月 13日，贵

阳市有关部门回复称， 目前贵阳出

租车不上调价格， 也没有收到任何

调价的消息。

据悉，一些市民通过新闻得知，

由于春节期间城市内出行需求增

长，假期工作的出租车司机也变少，

导致春节期间打车难。 为此，其他一

些城市准备在春节期间， 上调出租

车费，上调的幅度也不等。 看到这类

消息后， 一些贵阳市民也来电咨询

贵阳市区内的出租车是否也要在春

节期间上调价格。

为此，贵阳市有关部门回复，早

在 2018 年《省发改委、省交通运输

厅关于改革和完善道路、 出租车客

运价格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中规定，加强客运

市场价格监管， 第一条就是切实规

范客运价格行为， 道路和出租车客

运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的， 经营者

应在政府指导价的浮动范围内，根

据市场情况确定具体执行票价或运

价。 道路和出租车客运实行政府定

价的，经营者不得在政府定价之外，

实行票价或运价的上浮或加成。 在

春运及节假日期间， 各道路客运和

出租车客运经营者、 驾驶员均不得

在正常的政府指导价浮动范围或者

政府定价水平以外实行特殊的加价

政策。各相关客运经营者应严格

执行明码标价制度， 按照有

关规定对运价、票价等进

行公示。

《通知》还

明 确 ， 各

级价格主

管部门应

积极协调

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持续加强客

运市场价格

监管，形成长效监管机

制 。 充 分 发 挥 全 国

12358 价格监管平台作用， 运用大

数据等信息化手段， 提升客运市场

价格监管水平。 充分依托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构建道路和出租车客运

经营者价格信用档案， 指导其加强

价格自律，建立完善价格诚信制度，

规范价格行为， 设立价格失信者

“黑名单” ，对价格违法的失信行为

实行联合惩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针对多城市出租车上调价格，贵阳市有关部门回复———

春节期间 贵阳出租车不涨价

“行行摄摄大美冰城第三季” 将于今日在 ZAKER�全网播出

本报讯 针对如何科学防治

痛风的话题，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至 11 时，贵州省骨科医院内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学军、副主任

医师韦隽，以及主治医师陆冬玲，

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

线，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陈学军主任说，痛风是长期

嘌呤代谢紊乱导致血尿酸增高、

尿酸盐晶体沉积引起组织损伤

的一种炎症性疾病，常以反复发

作的急慢性关节炎、关节畸形和

剧烈疼痛为临床特征。 据统计，

目前我国痛风的患病率在 2％左

右，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同时，在

肥胖、饮食，以及滥用药物等因

素的作用下，导致该病越来越年

轻化。

需要注意的是， 痛风本身并

不可怕， 可怕的是如果没有得到

有效治疗和控制， 该病所引起的

肝肾功能受损、冠心病、糖尿病、

高血压等并发症， 会严重危害人

体健康，乃至生命。

那痛风的早期预兆有哪些？

在发病时， 是否有缓解或减轻疼

痛的方法？ 痛风发作时尿酸一定

增高吗？ 存在高尿酸血症就一定

会发生痛风吗？尿酸越高，痛风越

严重吗？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防

控与治疗痛风？ 针对此类问题，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至 11 时，读者

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

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

bysh）微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

的问题进行发送，本报将把问题

转给专家，并在贵阳晚报“健康

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解答

内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如何应对痛风

听听专家咋说

痛风发病率逐年上升，并

且逐渐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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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贵州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为确保春运安全，省

交通运输厅要求各级交通运输部

门，企业随时进行春运安全检查，

护航春运安全。

据悉，投入春运的车辆、船舶

技术状况以及客运站、码头、地铁

站、公交出租站、高速公路服务区

等均在安全检查范围内。 各级交

通运输部门还将利用大数据技术

加强客流量预测、 运力配置和动

态调度等， 制定合理的旅客运输

方案和应急输送方案， 防止出现

旅客滞留现象。同时，交通运输部

门继续组织开展“情满旅途” 活

动，及时收集和发布相关信息，并

解答处理群众关于交通运输服务

的咨询、投诉、救援等需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芳）

及时通报道路拥堵、站点

流量等情况

运用大数据

为春运护航

本报讯 1月 13日，贵州省医

派驻白云区医院第一批医疗队正

式进驻白云区医院开展为期一年

的常驻工作，贵州省医与白云区医

院紧密型医联体正式落地。白云辖

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

医专家团队的优质医疗服务。

此次首批派驻的省医专家团

队涵盖专业齐全，由内科、外科、

妇科、儿科、麻醉科、护理组等多

学科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

治医师等 13名专家构成。医疗团

队将从医疗技术、医疗质量、护理

管理等多方面全方位深度指导协

作， 着力提升白云分院医疗服务

能力和水平。 （梁婧）

家门口就能

看“专家号”

13名省医专家团队入驻

白云区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