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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3日讯 今日，长
沙市交通运输局向神州优车、
首汽约车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颁发了长沙市首批《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以下简
称许可证），除了易到，其他未
拿到许可证的网约车平台公司
也正在积极完善申办材料。

申领“牌照”
须能同时服务线上线下

今日上午， 在长沙市政务
中心交通运输窗口， 神州优车
长沙分公司总经理刘四化拿到
了长沙市颁发的第一批许可
证，有效期为5年。这意味着，神
州优车、 首汽约车成为长沙市
首批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网约
车平台公司。

今年4月1日， 长沙市正式
发布并同步实施《长沙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暂行）》（下称《新政》）。
按照规定， 从事网约车经营的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办理网约车
经营许可证， 车辆应办理网约
车运输证， 人员办理网约车驾
驶员证。

然而， 网约车平台公司想
要拿到经营许可的“牌照”并不
容易， 需要向行业管理部门递
交经营许可申请， 在管理部门
对其线上能力认定结果的基础
上， 同时对网约车经营中有关
线下服务能力材料进行审核。

长沙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出
租车客运管理科科长李智深告

诉记者， 网约车公司必须到工
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 提供固
定的办公场所， 具备相应的管
理人员，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
度， 还要公开24小时监督服务
电话。

拿了“牌照”
就要承担承运责任

拿与没拿“牌照”，前后有
无区别？又与乘客有什么关系？

李智深介绍，《新政》 出来
之前， 他们经常会接到一些投
诉， 比如服务纠纷、 交通事故
等，但时常是权责难以分清，平
台把责任推给驾驶员， 尤其是
某些平台私车接入的驾驶员，
驾驶员就会把责任推给乘客，
乘客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
障。拿了“牌照”后，网约车平台
公司就是第一责任人， 要承担
承运责任， 其经营行为包括驾
驶员的营运和服务行为均要受
到政府监管。

另外， 在政策出台前，网
约车的价格是平台自定。现
在，价格则实行市场调节。“以
往有些平台比较‘任性’，今天
每公里1.4元， 明天APP改一
下就成了1.8元， 后天再加个
溢价1.5或1.8倍。” 李智深表
示，在网约车平台有了合法身
份后，价格监管部门也就有义
务对其价格进行监督和管理
了，调整价格也须向乘客公示
收费标准。

■记者 李成辉

为了保障较大基数具有许
可准入条件的车辆和人员可以
在网约车政策正式执行前，申
请从事网约车营运， 长沙市对
符合准入条件并已开展网约车
业务的平台、 驾驶员和车辆设
置6个月的过渡期。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欧璟表示，10月1日政策过渡期
结束后，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将
严格落实《长沙市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暂行）》规定，联合公安、通信、

工商等职能部门开展网约车市
场专项治理， 严肃查处平台公
司和所属车辆、 驾驶员的无证
营运等违规经营行为， 努力营
造公平、 规范的出租汽车经营
环境。

目前， 在长沙开展网约车
业务的平台共有5家，分别是神
州、首汽、滴滴（优步）、曹操、易
到。除了两个已经拿到“牌照”
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外，滴滴（优
步） 和曹操正在积极完善申办
材料，只有易到还没有动静。

长沙颁发首批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2家网约车平台获证 下月起，网约车上路必须“三证”齐全

随着长沙市网约车驾驶
员证、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发放
工作的推进，网约车运输证的
申办事项也已启动，交通部门
将按照国家及长沙市网约车
实施细则规定，严把准入审批
关口，规范网约车管理，保障
乘客合法权益。在过渡期内也
将继续督促各平台公司抓紧
对已接入平台的不具备许可
准入条件车辆和驾驶员的清
理，对符合准入条件的车辆和
驾驶员启动许可申请，确保其
合法经营。

李智深介绍， 网约车经营
许可证只是其一， 与出租车一
样，过渡期结束后，网约车也必
须三证齐全才能上路。

此外， 交通部门也提醒广
大乘客， 为保障乘客的安全出
行和合法权益， 在交通出行时
应当选择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网
约车平台公司预约出租客运服
务。在乘坐合法网约车过程中，
遇到权益受损和驾驶员不文明
行为的， 可以拨打市交通运输
服务24小时监督电话12328反
映和投诉。

连线 下月无证营运将被查处

提醒 网约车上路须“三证”齐全

9月13日上午，市政府政务中心交通运输窗口，网约车平台公司领到首批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记者 李成辉 摄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今天获悉， 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联合省发改委、 省住建
厅、省交通厅和省水利厅，对
今年我省招标投标领域不良
行为记录主体、 违法违规和
失信黑名单企业共33家进行
了集中公布。 这批被曝光的
企业， 已被列入诚信体系建
设黑名单。

本次上“黑榜”的企业涉
及住建行业9家、工业行业16
家、交通行业5家和水利行业
3家。这也是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今年第二次牵头公布招
投标领域失信名单， 该领域
第一批失信名单已于今年5
月公布。

据了解， 本次公布招投
标领域失信名单突出几大特
点： 一是对涟源市某工程项

目招投标违法违规主体进行严
肃处理。 该项目在招投标过程
中， 存在严重的串通投标违法
行为。 省住建厅督促涟源市住
建局依法对9家单位作出罚款、
取消其在涟源市行政区域范围
内1至2年参与投标或代理资格
禁入的行政处罚。 二是首次利
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认定串标
行为。6月以来通过开评标电子
系统分析和比对， 不同投标单
位的投标文件部分甚至全部相
同，或MAC地址（注：用来定义
网络设备的位置，具有唯一性）
完全相同， 评标委员会依法认
定为出现异常一致的串通投标
行为或视为相互串通投标；三
是首次实现工程建设招投标领
域全覆盖，涵盖了交通、水利、
住建、工业行业工程建设领域。

■记者 陈淦璋

近期， 湖南省交通运输
厅对全省11个高速公路和2
个重点水运在建项目从业单
位进行了人员履约情况检
查，发现多个施工合同段、监
理合同段、 工地试验室存在
违约问题， 违约人员249人
次。 省交通运输厅对存在违
约情况的5家单位予以通报
批评、 对8家单位进行约谈，
对51家违约单位和10名违约
人员予以信用评价扣分。

记者了解到， 被通报批
评的5家单位分别是怀化铁
路工程总公司（永吉第20合
同段）、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
公司（武靖第9合同段）、湖南
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张桑第1监理处）、岳阳市
公路建设质量检测中心（南

益第1合同段工地试验室）、中
交四公局（北京）公路试验检测
有限公司（永吉第10合同段工
地试验室）。

被约谈的单位分别是中建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马安第4合
同段）、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
（湘江二级航道二期工程2个合
同段）、重庆中宇工程咨询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永吉第1监理
处）、广东虎门技术咨询有限公
司（马安第1监理处）、长沙华南
土木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马安
第2监理处）、 湖南三湘交通建
设监理事务所（铜官港监理
处）、常德上德工程试验检测有
限公司（永吉第9合同段工地试
验室）、湘西州欣业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永吉第3监理处工地试
验室）。 ■记者 潘显璇

招投标违规，33家企业上“黑榜”
涉及交通、水利、住建、工业领域

连线

多家施工单位违约被通报批评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今
天了解到，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日前联合发出《关于就业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简
称《通知》），对我省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扶持资金、 求职创业补
贴等8个方面的就业补助资金
的使用管理做出明确规定：

明确创新创业带动就业扶
持资金使用范围；

明确我省求职创业补贴发
放对象为孤儿、残疾人、在校期
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特困人
员中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
贫困残疾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 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毕业
年度高校毕业生；

继续实施校园招聘活动补
助政策；

继续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
集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给予
一次性岗位补贴；

继续对参加“农民大学生
培养计划” 的学员给予学费补
助；

继续对入读我省技工院校
的城乡初高中毕业生实施实训
补贴；

明确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
技能鉴定补贴对象范围， 将服
刑和戒毒人员继续纳入职业技
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对
象范围；

明确我省享受创业培训补
贴对象范围， 除财社〔2015〕
290号文件规定的五类人员外，
其他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含
中职、技校），小微企业创办者，
有创业意愿的企事业单位职
工、 退役军人， 就业困难群体
（含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及强制
戒毒人员） 均可享受创业培训
补贴。 ■记者 刘银艳

我省加强8大就业
补助资金使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