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码，看“快狗
打车”违规载人。
拍摄 杨洁规 剪辑 何佳洁

9月21日，正在装运建材的“快狗打车”车辆，后座已经被拆掉。 记者 杨洁规 摄

●南方都市报

7月17日， 南都记
者实测发现，用户通过
“货拉拉” 平台约到司
机，明言“人就是货”，
可以成功打车上路。

●都市快报

8月5日，杭州女孩
遭货拉拉司机“约炮”，
吓得住在酒店20多天
不敢回家。

●成都商报

9月2日，成都女孩
小取（化名）第一次使
用快狗打车App， 线上
派单后接单的司机师
傅与线下运货的司机
师傅不是同一人，而线
下运货师傅自称“是线
上登记者的爸爸”。

●澎湃新闻

9月10日下午1时
许，在上海沪太路汶水
路口，一辆贴有“快狗
打车 搬家运东西”广告
的图雅诺客车被执法
人员拦下。该司机仅能
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
却没有道路运输证和
货运从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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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在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农科
院附近登录“快狗打车”App，
输入目的地“东岸建材批发市
场”， 显示小型面包车38元、金
杯62元、依维柯72元、大型厢货
113元。记者叫了一辆小型面包
车，平台给出的价格是38元，该
价格比出租车、 滴滴快车贵了
20多元。

大概等候了1分钟，有司机
接单了。接单后，司机打电话给
记者询问需要装什么货物。当
记者表示就自己一个人时，司
机并没有拒绝。

来接记者的是一辆破旧的
五菱面包车， 后排原本用于载
人的座位全部拆除了，“车贴被
同行撕掉了，‘快狗打车’ 这个
名字， 对司机和用户都不尊
重。”司机刘师傅说。

开车前，刘师傅要求记者将
携带的背包放在车厢内，以此当

作此行的“货物”，拍摄一张照片
上传至平台，“出发前， 必须要拍
货物装车的照片上传到平台。”

“开微型面包车载客的情况
多吗？”对此，刘师傅说，车辆通常
用于拉货，但遇到客户有需求，也
会拉人， 通常用背包或其他物品
当做货物上传至平台，“没有道路
运输证不能拉人， 微型面包车属
非营运客车，去拉货也是违规的，
如果被抓了就自认倒霉。”

十几分钟后，记者顺利抵达
目的地，支付38元费用后，顺利
离开。

那么，像这样的行为，是不是
个例呢？25日，记者再次预约了一
辆“快狗打车”，同样，不送货，记
者也单独乘上了车， 车辆开行几
公里后，司机要求记者取消订单，
改为私下付款交易。“平台一单要
抽8%，为了多赚一点。”值得注意
的是， 该车也未办理道路运输证
和从业资格证。

“快狗打车”不仅拉货还载客？
货运网约车乱象丛生：拆位载货，客运订单照接；无需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

据澎湃新闻等媒体报
道，今年8月初，上海市城管
执法局牵头召集市交警总
队、 市交通执法总队联合约
谈了“货拉拉”、“58速运”等
网约货运平台负责人， 要求
平台就经营中存在的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上海市道路运
输管理条例》、《上海市流动
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等
法律法规的问题， 依法依规
限时整改。

9月10日， 上海市城管、
交警、 交通三部门执法人员
对“快狗打车”、“货拉拉”等
多家网约货运平台进行突击
检查发现， 普遍存在车辆注
册登记审核不严、擅自改装、

强制张贴广告等非法行为。
另据北京商报9月11日报

道，今年8月，北京市交通委在
一次专项打击活动中， 查扣网
约“黑货运车”2辆，交管部门查
处客车拆除座位、 违法载货案
件16起。 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称， 货运车辆未取得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利用
网约平台非法从事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这种行为构成违法，将
重点打击。报道说，部分客车被
非法改装成货车， 车内原本用
于载人的座位全部拆除。 更值
得注意的是， 部分仅获得载货
资格的网约货车却不断传出非
法载客的消息。事实上，除了北
京，上海、江西等地都加大了对
非法网约货车的打击力度。

9月18日，“快狗打车
App” 继在北京等地举行品
牌战略发布会后， 在长沙也
召开了品牌战略发布会。会
上，“快狗打车App” 创始人
兼董事长陈小华再次对“品
牌内涵”进行了长篇幅说明，
并打出绿色与环保的“社会
责任”大旗。陈小华宣布，未
来两个季度快狗打车将在12
个城市投放10000辆新能源
货车， 加大新能源车辆在整
个业务体系中所占比例。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观
察，“快狗打车App” 长沙品
牌战略发布会上提供的近两
千字的宣传稿件中， 仅两处
提及“安全”，似乎并未成为
重点。

文中表述，“快狗打车还
将进一步打造货物出行的公

共交通体系， 在个人出行的公
共交通体系之外， 从根本上解
决城市货物流通的痛点与难
点， 借助深耕短途货运多年的
自身优势，为货运‘打车’市场
提供更高效、更省钱、更安全的
城市货物出行公共交通设施。”
“未来， 快狗打车将持续完善
城市货物出行网络，为每个城
市打造一个高效、安全、绿色
的新型开放货物出行平台，为
城市建设创造多重价值，用货
运‘打车’的全新模式为城市
建设赋能。”

8月17日，58速运正式将品
牌名称更新为“快狗打车
App”，并要求运输车辆需统一
更换车贴为“快狗打车”。未曾
想，改名引发“究竟谁是狗”的
争议。司机们集体抗议，一些司
机表示，不改名将会选择辞职。

市场布局
“快狗”在长沙发布新战略：仅两处提及“安全”

乱象扫描

城市连线

客运网约车安全问题备受关注，货运网约车的安全问
题也是不容忽视。近日，有不少市民向本报反映，在街头巷
尾经常看到贴有“快狗打车”（前身为“58速运”）、“货拉
拉”等字样的私家车呼啸而过。这些车辆普遍存在客车载
货、擅自改装等违法行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9月21日至25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记者 杨洁规

北京上海等地整治网约货运平台

21日， 记者在长沙东岸建
材市场一家装修材料门店前看
到，一辆贴有“快狗打车，拉货
搬家运东西” 车贴的小型面包
车后排座椅全被拆除， 装满了
木方、板材等。记者走访发现，
多数印有“快狗打车”、“货拉
拉”的小型面包车或金杯车，均
拆除了后座， 且在车窗贴了深
色太阳膜。

在使用“快狗打车App”预
约车辆时，其中“特殊车型”选
项中可选择全拆座、半拆座、不
拆座、加长等。

“不拆掉座位只能装一半

的货，不划算。”司机刘师傅告诉记
者，车辆是一万多元买的二手车，
为方便拉货，特地拆除了后座。因
拆除座位， 自己曾被交警部门处
罚过几次，但处罚过后，依旧会“跑
车”。“撕掉车贴， 不易引起交警的
注意，再说自己也要机灵点。”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
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
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擅自改
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
术数据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责令恢复原状， 并处警告或
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司机进驻“快狗打车App”
需要哪些资料？

记者登录“快狗打车App”
司机端， 用一辆微型面包车的
车辆信息进行注册。在一份《平
台信息服务协议》中，平台方要
求注册司机确认车辆手续齐
全、 车况正常（非改装车及部
件）；司机需自行办理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证、 车辆道路运输证
等营运资质并能提供相关证明
文件，如未提供，最迟需要协议
签订6个月内提供完毕。

记者注意到， 在注册过程
中，只需提供身份证、驾驶证、
行驶证、 司机本人照片和车辆
照片即可， 并未留有上传道路
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的通道。
“货拉拉”司机注册时需要的资

料与“快狗打车App”一样。
随后，记者致电咨询“快狗打

车App”客服人员，是否需要提交
道路运输许可证和从业资格证，
得到明确答复，“暂时不需要，你
放心，目前不会的。”该客服人员
还说， 只需要提交平台需要的资
料， 且司机驾龄在6个月以上，车
龄在10年之内就能审核通过。

“我们不强制要求，但是有更
好，可以当面提交。”对于道路运
输证和从业资格证问题， 长沙货
拉拉认证小助手回复记者。

记者从多名已入驻“快狗打
车”、“货拉拉”的司机口中获悉，数
名司机已进驻平台超过半年，但仍
未办理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
“希望平台能提供支持， 可以让车
辆合法上路。”一名司机说。

【乱象二】 无需办理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

【乱象一】 客运订单照接，用背包充当货物

【乱象三】 为了载货，多数车辆拆除座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