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套牌】 改装厂包上牌

高仿的士上路前的最后
一个步骤是换牌照。4家车行
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可以包上
岳阳民用牌照。

“长沙下线的士转为民
用车使用的民用牌照， 绝大
多数都是湖南岳阳牌照和江
西牌照。” 李明透露，“而所
有高仿的士至少有两块牌
照，白天挂民用牌跑，晚上挂
的士牌跑。 有的甚至还有十
几块的士牌照。 这些牌照绝
大部分是空号， 或克隆正规
的士的牌照。”

的龄 12年的的哥刘峰
（化名）透露，高仿的士牌照
有三个来源， 一是在二手车
行购买。 树木岭二手车行的
行情是，两副的士牌照、一个
计价器、一个顶灯、一个空车
灯，2000元全包，但需熟人引
荐。 第二个来源是高仿的士
司机和正规司机沟通好，正
规司机将车牌藏起来， 然后
向公司、客管、交警谎报车牌
丢失需重新补办， 时间只需
半个月。

刘峰介绍， 他就曾看到
有正规司机和高仿的士司机
共用一块牌， 用对讲机沟通，
一个在河西跑， 一个在河东
跑。这些的士牌照都是真的，
即使交警也难以分辨出来。
“第三种办法就是高仿的士
司机未经正规司机同意，自
己克隆一块山寨车牌。”刘峰
说，不过这样风险较大，一旦
正规司机发现被套牌，就会
穿帮。

【车源】 外地和本地下线的士

高仿的士的原型是下线的士。
5月8日，记者跟随的士司机李

明（化名）以买家身份走访了长沙4
个下线的士交易车行，分别位于洪
山桥、马栏山、树木岭和车站南路。
现场有近150辆下线的士均一字排
开摆在马路旁。除了没有顶灯与牌
照，外形上与正规的士一般无二。

4个车行中，出厂年限大多数为
2007年、2008年。 洪山桥和马栏山
车行以外地下线的士为主， 洪山桥
车行摆放的大多数颜色为上蓝下
白，车身印有“上虞作明联运有限责
任公司”。马栏山车行的多为上绿下
黄，车玻璃上贴着“南昌市……”。

树木岭车行和车站南路车行
均为本地下线的士，车辆来源五花
八门，车身上模糊显示的公司标识
有三洁、万众、三维、津湘、个安等，
车身前端都标有4个数字。李明说，
这是下线的士的原始牌照。

从车行老板的报价中，记者了
解到， 根据成色和生产年限不同，
下线的士定价分为两个档次。2007
年为18800元，2008年为21800元，
包上民用牌照。如需改颜色，价格
再往上浮动3000元。

李明说，所有外地下线的士运
到长沙后，车行老板都会精心“包
装”。在洪山桥和马栏山，记者均看
到了三四辆上黄下蓝的长沙本地
的士。 李明一眼断定，“车身崭新，
油漆鲜亮，车内破旧，一看就是包
装过的。”

李明说，马栏山车行附近肯定
有“改装厂”。他开车带着记者绕到
车行后面的小巷子时，果然看到一
家“大众汽修”店内停放了两辆南
昌下线的士正在改装。

5月14日，长沙市高桥友谊汽配城，某汽车美容店内停着一辆高仿
的士，挂着岳阳民用牌照。 实习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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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照 为 湘
AT9371的套牌出租
车曾多次给乘客找
回假钞，被乘客发现
后干脆持刀抢劫。

·调查

黑的
凶猛

长沙黑的加工厂：3万块3天出货
二手车行精心“包装”，2000元包牌照、计价器、顶灯 计价器基本全靠偷

■ 5月13日晚6时30分 长沙市交警支队设施
大队在三一大道车站路口查处违规违法车辆。 副大
队长王继红发现一台湘AT8436的套牌的士，当他上
前查看证件时，该车突然加速，王继红被撞到引擎盖
上并狂飙了两公里，才在市民的帮助下截停了该车。

■ 今年2月底到3月初 外地黑
的司机李某为了“多搞点钱”，在武广
长沙南站专门选择年轻的外地女孩抢
劫，3次都抢劫成功，还强奸了一名20
岁的女学生。

■ 今年初 有乘客投诉湘AT5228的驾驶员， 说先
是拒载，上车后竟被驾驶员持刀威胁下车。经调查，并不
是真正的湘AT5228驾驶员所为。 原来这张车牌有三台
一模一样的出租车在使用，在两台车内造假的服务资格
证上显示，一名套牌车司机名叫刘敏，一名叫郭安军。

同一个车牌，三台一模一样的的士同时运
营，李鬼难辨。

5月7日，经过近4个月的全城通缉与围追堵
截，津湘出租车公司抓获了“湘AT5228”的两辆
黑的。引发这场套牌的士抓捕行动的导火索，是
乘客屡次投诉，遭遇黑的司机持刀威胁拒载。

这不是个案：去年2月20日，河西高校一大
学生乘坐一辆黑的时，被持刀司机杀害；此后的
12月3日晚， 中南大学刘同学深夜与人拼车打
的，被黑的司机持刀抢劫……

黑的猖獗！
有的哥预估， 在长沙包括私家车营运在内

的黑的数量甚至可能已超过现有的6800余辆
正规的士。来自长沙市公安局的消息显示，这其
中最为难辨的是约1000台高仿真的士。

■记者 雷昕

2.
家住领域大厦的刘小

姐，14日早晨， 她一起床，
发现钱包、卡、相机、手机
洗劫一空，而房门大开。

刘 小 姐 回 忆 ，13 日 晚
上，睡觉之前，她还和同事
通过微信聊天， 没注意反
锁房门就发现出现了这样
的情况，第二天，刘小姐将
自己的钥匙拿到96258锁具
专家前寻求帮助，

96258锁具专家仔细观
看了刘小姐的锁后告诉记
者， 刘小姐用的锁是 B级
锁，而不是超 B级锁，这片
钥匙也只是单面叶片，根
本没有防盗功能，96258锁
具专家建议刘小姐能安装
超B级锁，这样才能更好的
保 证 的 家 庭 财 产 安 全 。
96258修锁换锁的专家建议
市民， 安装猫眼防护套或
防盗性能更强的超 B级锁
芯， 另外一定记得将大门
反锁好。

没装超B锁
家里洗劫一空 3.1.

�������刘女士去年 11 月份搬进新居，今
年 3月初， 她发现墙壁长出了大片大
片的霉斑，没想到因此埋下了隐患。几
天后一家人身体先后出现不适感。

上个月一天傍晚， 刘女士回家发
现两位老人和儿子都病倒了， 到医院
检查后发现， 竟然是因为吸入霉菌孢
子引起的呼吸道严重感染， 并引发了
双肺感染和轻微哮喘， 全家人均有不
同程度的支气管感染。 刘女士这才意
识到墙壁发霉的危害性， 于是立即联
系 96258 便民服务。 96258 房屋翻新
师傅把刘女士家的墙面进行全面处
理，先铲墙皮，然后石膏找平，在有裂
缝的地方贴玻纤布、牛皮纸，之后滚涂
界面剂、刮腻子，挂完腻子进行砂纸打
磨，清理干净后，开始上乳胶漆，按照
一遍底漆两遍面漆的规格， 重新为刘
女士的家进行油漆翻修。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长期接触和吸
入霉菌，可引发呼吸道疾病和过敏症状
等，例如支气管炎、扁桃体炎、花粉热、哮
喘病等；免疫力低的人还可能因此引起
头疼、发烧、皮肤或黏膜发炎。

墙壁发霉藏“菌杀手”
危及家人生命健康 4.

油烟机清洗
“猫腻多”

每天炒菜做饭， 抽油烟机会
慢慢积累大量油污，清洗起来十
分费劲，许多主妇对此感到无所
适从。 不久前，家住洪山桥的林
女士原想亲自动手清洗抽油烟
机，但经过多个小时大动工的拆
装、浸泡、擦洗，仍然无法彻底清
除表面的油渍，对于油烟机内部
积累多年的厚重油层更是束手
无策。

拆洗到一半的林女士又不
甘心就这样放弃。 无奈之下，林
女士先是拨打了小区楼梯间贴
的 60－80 元的清洗油烟机小广
告，清洗人员上门后在拆装过程

中趁林女士不留意，拿出好似烧
焦的橡胶谎称是油烟机已经损
坏的密封圈，需要更换，又报出
了 160 元的价格。 林女士感到气
愤， 但也只能付了钱打发走人。
然而没过多久，林女士发现才清
洗的油烟机出现了锈斑,林女士
非常后悔,不该叫“游击队”清洗
油烟机。

温馨提示： 空调清洗大优惠
活动：5.15（周三）上午 9:00—10:
00 打进 96258 预约空调清洗前
10名享八折优惠。

�������好繁琐、好烦躁！ 买了新车，面
临一堆的问题，曾小姐都快哭了。

“买了新车，现在是新车上牌、
以后车辆年检、补牌、补办驾驶证、
行车证、代缴桥路费、车辆违章罚款
等与用车有关的事务，好繁琐、好烦
躁！ 耗费我大量时间。 ”曾小姐春节
后用自 己的积蓄买了个车，但一想
起以后办理这些手续过程复杂，再
加之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她马上头
大了。 很多车主朋友会有相同的经
历， 每年往往在办理车务时花费大
量的时间、 人力和物力， 结果却收
效甚微。

现在车主有福啦！ 从今以后，这
一烦恼将一扫而光， 三湘都市报
96258 公众服务中心将提供车务代
办一条龙服务，省时又省心，驾驶证
到期换证、驾驶证超龄换证、驾驶证
损毁换证、补领驾驶证、自愿降低准
驾车型换证、补领体检回执、违章查
询等车务服务都在服务范围之列。

96258 将给车主提供安心、开
心的规范化汽车服务，为您节省宝
贵的时间，为您的生活提供方便。

车务代办一条龙
省时又省心

抽油烟机清洗前 抽油烟机清洗后

…

【改装】 三天内改装完毕

一辆下线的士改装成高仿的
士，只需四个步骤：改漆换座套、喷
外观标示、装上顶灯和计价器、摆
上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就
可以假乱真。

5月8日， 李明带着记者来到
树木岭的士改装厂，在“鑫粤汽车
装饰”店门前，摆着两辆正在改装
的的士。李明指着一辆说，“这就是
高仿的士， 外形看是个安公司的，
但挂的是民用牌照‘赣CU3396’。
而且牌照是可活动的， 随时可更
换。只要换块的士牌照、顶灯和计
价器，就可当的士跑。”

记者看到， 旁边摆放的另一
辆的士车门敞开准备铺地板胶，
车座摆在车门外， 上面装着正规
的士的白座套， 车身上喷有津湘
的士公司的标示， 但整辆车未装
顶灯和牌照。

汽车美容店工作人员介绍，高
仿的士改装分三四个档次，车身改
漆约1200元-1800元，内部改装是
1000元以内，200元-800元不等。
一台下线的士改装3天左右就可完
成全部工序，包括购车在内花费也
只在2.5万元-3万元之间。

“所有的改装设备中，最难弄
的是计价器。”李明说，因为计价
器有价无市。 所有的高仿黑的计
价器都是从正规的士上偷来的。

当记者两次问车行工作人员
能否弄得到表时，对方回答，“你买
车噻，只要你买车。”

李明说， 这样的计价表打出
来的发票一定是乱码， 或者是
“0000”，或者与自身牌照不符。而
且每年都要找专业人员调一次表，
重新归零。

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