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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出租车 运价标准调整
起步价最低 10 元；目前未完成计价器更换的车辆，仍按原价收费
3 月 5 日起， 贵阳市出租车新
一轮调价正式启动，按照新的运价
调整方案，贵阳市出租车将采用新
的计价标准，出租车起步价调整为
10 元。 昨日是新标准执行的首日，
有不少市民反映计价器上显示的
起步价仍为 8 元。 对此市运管局表
示，计价器更换需要一个多月的时
间， 在此期间市民需要按表付费，
未完成计价器更换的，仍以 8 元起
步价收费。 出租车司机不能自行按
新标准收费。

出租车新价
最低 10 元起步
据了解，按照新的价格标准，贵
阳市出租车分为两类， 一种是普通
的 出 租 车 （购 车 价 在 21 万 元 以
下）， 目前贵阳市的出租车基本上
都属于这一种。 普通出租车新的收
费标准为，起步价白天(06:30—22:
00)10 元 ， 夜 间 (22:00-06:30)12
元，起步里程均为 3 公里;车公里单
价为白天 1.80 元 / 公里，夜间 2.16
元 / 公里。
此外， 还有一种中高档出租车
（购车价在 21 万元以上的）， 这就
是我们在街头看到的白色千禧公司
额新能源环保出租车。 中高档出租
车的起步价白天为 11 元起， 夜间

13 元起。
除了起步价调整之外， 出租车
的计费标准也进行了更新。 按照新
标准，出租车将收取低速行驶费，即
时速低于 12 码时， 前 3 分钟免费，
超过 3 分钟后每分钟按车公里价的
25%加收；特定交通高峰时段（早上
7：00—9：00， 下 午 17：—19：00， 下
同），时速低于 12 码时，取消 3 分钟
免费时间， 每分钟按车公里价的
25%加收。 运价结算取整至元，尾数
四舍五入，即结算的尾数小于 0.49
元(含 0.49 元)时舍去不计收，结算
数尾数大于 0.5 元 (含 0.5 元)至
0.99 元时按 1 元计收。
具体来说就是， 平峰时段前 3
分钟免费，超过 3 分钟后，每 1 分钟
跳表 0.45 元；特定交通高峰时段每
1 分钟跳表 0.45 元。 这意味着遇到
拥堵，特别是高峰期时，出租车费用
将会较之前有增加， 因此高峰期更
建议大家使用地铁、 公交等公共出
行工具。
除了低速行驶费之外， 在超过
10 公里后，出租车还要加收返空费，
标准为超过 10 公里后每车公里单价
加收 50%返空费， 白天 2.70 元 / 公
里、夜间 3.24 元 / 公里。 因此在进行
长距离出行时，打车的费用也会相应
提高，市民可以提前根据自己的出行
需求选择公交等更多方式。

乘客“拼车”
分组打表计费

未更换新计价器
仍按 8 元起步价

除了在计价标准上有所调整之
外，贵阳市拼车也将进入“计费” 时
代。
根据新的出租车标准， 今后合
乘将采取按照组别独立计费， 即所
谓的分组别打表。 合乘收费为，按起
租里程内合乘对应路段正常计费金
额的 70%计费；涉及超起租里程的，
按里程计费正常金额的 70%计费；
涉及低速计时费、返空费等费用的，
按其费用的 70%计费。 合乘每组乘
客支付 50%出租汽车燃油附加费。
合乘期间实际发生的过桥、过路、过
隧道等费用由合乘乘客均摊。 这意
味着，选择合乘，不单单更加环保，
也能一定程度上的节约费用。
对于合乘收费， 目前贵阳市正
在进行新计价器的更换， 新的计价
器将能进行分组打表， 今后市民在
合乘时，就能更规范的按表付费了。
不过，据记者了解，新计价器更换还
需要大约 1 个半月的时间， 因此全
面规范拼车打表还需要稍作等待。
出租汽车合乘首组乘客对车辆
使用享有优先权。 未经首组乘客同
意，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向其他乘
客提供合乘服务。 当遇到行车路线
选择等问题时，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
当有限询问并执行首组乘客意见。

3 月 5 日是贵阳市出租车新价
执行的首日，但不少市民发现他们在
打车时，计价器仍是按照原有的 8 元
起步标准计费。对此贵阳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介绍。
“更换新计价器还需要大约 40
天， 这期间没有更换计价器的出租
车必须按照原有标准， 市民也按照
计价器上显示的金额支付。 司机不
能自行按照新标准收费！ ” 据介绍，
目前贵阳市中心城区有出租车大约
8000 余台， 目前已完成计价器更换
的只有不到 200 台， 相关部门正在
加快更换速度，大约还需要 40 天时
间，才能全部更换。
在更换期间， 已更换新计价器
的出租车，按照新的标准执行收费，
起步价 10 元。 对于未完成计价器更
换的，仍执行原有标准。 简单来说，
就是计价器上显示的金额是多少，
市民就按照多少收费。 起步价是 8
元，市民就还是按照 8 元付费。 并且
在此期间，不支付燃油附加费。
同时运管部门强调， 请广大出
租车司机严格按照计价器收费，未
完成计价器改造的， 不能自行执行
新标准，如果违规，将严厉查处。 也
欢迎广大市民监督举报。
本报记者 欧鲁男

我省 64 个开发区榜上有名
开放型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为促进开发区健康发展，经国务
院同意，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
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发布了 2018
年第 4 号公告， 公布了 2018 年版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2018
年版《目录》包括 2543 家开发区，

其中，国家级开发区 552 家，省级开
发区 1991 家。 与 2006 年版《目录》
相比，2018 年版《目录》增加了 975
家开发区。 我省共有 64 家开发区纳
入本次公告目录，其中，国家级开发
区 7 家（经开区 2 家、高新区 2 家、
海关特别监管区 3 家），省级开发区
57 家。

2018 版《目录》要求，纳入《目
录》的开发区必须符合国家产业布
局和区域发展战略， 以及本地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主体功能
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
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
划和有关行业规划。
（本报记者 杨林国）

区、 遵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贵
州和平经济开发区、贵州娄山关经
济开发区、 贵州绥阳经济开发区、
贵州正安经济开发区、贵州湄潭经
济开发区、 贵州余庆经济开发区、
贵州习水经济开发区、贵州仁怀经
济开发区、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
发区、贵州西秀经济开发区、贵州
普定经济开发区、 镇宁产业园区、
贵州毕节经济开发区、贵州大方经
济开发区、 贵州黔西经济开发区、
贵州金沙经济开发区、贵州织金经
济开发区、 贵州纳雍经济开发区、
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贵州碧江经

济开发区、 贵州万山经济开发区、
贵州大龙经济开发区、贵州思南经
济开发区、 贵州印江经济开发区、
贵州德江经济开发区、贵州沿河经
济开发区、 贵州松桃经济开发区、
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贵州兴仁经
济开发区、 贵州安龙经济开发区、
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贵州炉碧经
济开发区、 贵州三穗经济开发区、
贵州省黔东经济开发区、贵州岑巩
经济开发区、 贵州锦屏经济开发
区、贵州台江经济开发区、贵州黎
平经济开发区、贵州洛贯经济开发
区、 贵州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贵

州都匀经济开发区、贵州福泉经济
开发区、 贵州昌明经济开发区、贵
州瓮安经济开发区、贵州独山经济
开发区、 贵州龙里经济开发区、贵
州惠水经济开发区。

■相关链接
7家国家级开发区名单：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遵义经
济技术开发区、 贵阳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安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贵阳综合保税区、 贵州遵义综合保
税区、贵安综合保税区。
57家省级开发区名单：
贵州乌当经济开发区、 贵州白
云经济开发区、贵州开阳经济开发
区、贵州息烽经济开发区、贵州修
文经济开发区、贵州清镇经济开发
区、贵州钟山经济开发区、贵州水
城经济开发区、贵州红果经济开发

讣告
慈母彭淑仪于公元
二 0 一八年三月三日九
时三十五分辞世，享年九
十三岁。 遵循生前遗愿，

春风行动惠民生 创业就业促发展
2018年云岩区“春风行动” 就业服务活动
公
告
2018 年 3 月 9 日， 云岩区举行以
“
春风行动惠民生 创业就业促发展 ”
为主题的大型就业服务活动暨大型现
场招聘会活动， 旨在为广大求职者，农
村劳动力、农村低收入人员（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城镇低收入困难人
群等各类群体与企业之间搭建供需平
台，促进就业，扶持创业。
本次活动，共有 120 余家企业提供
管理人员、技术工人、行政文员、财务、
客服、保洁、保安等各类就业岗位一万
余个。同时对有就业或培训意愿的人员

贵阳市首家区级物业纠纷调
解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 小区广场舞噪音扰民
怎么投诉？ 房屋漏水造成损失怎么
索赔？ 不按规定时间装修怎么处理
……3 月 5 日， 随着云岩区物业纠
纷调解委员会的挂牌成立， 这些让
物业、 居民烦心的纠纷将得到及时
有效化解。 据悉，这也是贵阳市首家
区级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贵阳市云岩区物业纠纷调解委
员会， 办公场所位于贵阳市云岩区
渔安新城 A9 栋 3 单元 401 室，首批
共聘请了 11 名调解员。 物调会主要
负责开展云岩区辖区涉及物业管理
矛盾纠纷的排查、预警、教育疏导、
释疑解答等工作， 同时根据人民调
解不收费原则， 受理并参与云岩区
范围内居民、物业、邻里之间矛盾纠
纷的调处， 对无法调处的则引导双
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物业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
12348 热线、云岩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电话 0851-86769148）、或者直
接向物调会（电话 0851-85602149，
18984093100）申请调解。 （张鹏）

轨道1 号线后通段
全线冷滑试验

2018年版《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公布：

本报讯 日前， 国家发展改革
委、 科技部等发布了 2018 年第 4
号公告，公布了 2018 年版《中国开
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我省共有 64
家开发区纳入本次公告目录。
据悉， 开发区建设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成功实践，对促进体制改革、
改善投资环境、引导产业集聚、发展

小区住户维权
有了新渠道

进行统一培训，其中包括：中式烹调培
训；汽车维修培训；焊工培训；家政服务
员培训；电工培训人数；育婴师培训；驾
驶员培训等。 对有创业意愿的人员提
供创业咨询和创业扶持，提供创业指导
专家现场创业政策咨询服务，创业扶持
政策现场服务。
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积极参与和
咨询以“
春风行动惠民生 创业就业促
发展 ” 为主题的大型就业服务活动暨
大型现场招聘会活动。

主办单位：云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区就业局
时间：2018 年 3 月 9 日（星期五）
上午 9:30
地点：新添大道南段 151 号云岩区
人民政府广场举办 2018 年 “春风行
动” 大型宣传会暨招聘会。
咨询电话：86822447 86818289
云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局
云岩区就业局
2018 年 3 月 5 日

丧事一切从简。
子：张南荪
女： 张晓娅 张小丹
率众孙泣告
2018 年 3 月 5 日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轨
道交通公司获悉，日前，轨道交通 1
号线顺利完成后通段全线接触网冷
滑试验，为下一步送电创造条件，为
全线动车调试奠定了基础。
“冷滑” 试验是指在接触网不
受电条件下， 对接触网质量状况进
行动态试验检查， 通过受电弓与接
触线接触，检测弓网磨合状态，找出
事故隐患和质量缺陷进行整改，保
证车辆安全可靠受电。
3 月 2 日， 冷滑试验开始，分
左、右线及渡线顺序冷滑，冷滑检测
车于上午 9 时从雅关站出发， 分别
以低、中、高三种速度滑过轨行区。
经过两天的时间， 整个试验过程符
合规范要求，试验结果合格有效，冷
滑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
冷滑” 试验的完成，为下
一步的“
热滑” 试验奠定了基础。
（本报记者 欧鲁男）

讣告
慈父谢宗筑因病于
2018 年 3 月 5 日 凌 晨 6
时逝世，享年 87 岁；灵堂
设于景云山冬序堂，定于
2018 年 3 月 7 日 早 上 8
时举行告别仪式。
子：谢朝晖
媳：魏明艳
泣告众亲友
2018 年 3 月 5 日

寻死者亲属
2018 年 3 月 5 日凌晨 4 时， 贵阳机务段三角线单身宿舍楼
下发现一名坠楼男子，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身高 164
左右，体态较瘦，年龄约 35 岁左右。 因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
明，故登报寻找该名死者的亲属，有认识死者或知情者，请与彭警
官联系，联系电话：13984302325。
贵阳南车站派出所
2018年 3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