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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毅伟）6月
11日，省委宣传部与省委文明
办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相关人员
介绍“强化制度平台支撑 全面
提升交通运输行业信用管理
水平”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有记者问，出租汽车行业
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包含网约
车吗？如果包含，对网约车主
要考核哪些内容呢？

陕西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曹鑫说，我省从
2012年开始对出租汽车行业进
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截至目
前共计组织了6个年度的考核

工作。今年2月，按照交通运输
部重新修订的《出租汽车行业
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陕西
省交通运输厅修订印发了《陕
西省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实施细则》。《实施细则》中增
加了对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
员的考核，对网约车平台公司
从企业管理、信息数据、安全运
营、运营服务和社会责任等6个
方面的19项指标计分考核，设
立AAAAA、AAAA、AAA、AA、A
和B共6个考核等级。对驾驶
员从遵守法规、安全生产、经营
行为和运营服务等4个方面计
分考核，设立AAA、AA、A和B
共4个考核等级。鼓励行业优

中选优，对4A及以上企业树立
先进典型，打造示范样板。对
考核为B级的平台公司，出租
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将责令其进
行整改，并将相关信息向社会
公布。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新闻
发言人、副厅长丁胜仁说，为
进一步做好信用信息的归集
共享，省交通运输厅正在建
设陕西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
输市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
建成后将为社会提供从业企
业与从业人员基础资质信
息，信用评价结果信息，被暂
扣或吊销证照、停业整顿等重
大行政处罚信息查询服务，完

善信用投诉及反馈渠道；为行
业管理部门在工程招投标、客
运线路招投标、制定市场准入
与退出政策方面提供强有力
的信息化支撑。信用信息服
务系统的建成，将进一步提升
对从业企业、从业人员在交通
运输行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各
类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披露服
务能力，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推动信用奖惩体系建设，培育

“诚实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
信，处处受制”的行业信用市
场，逐步提高企业和人员的诚
信意识，形成遵章守法、诚信
经营的行业风尚，保障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为
进一步维护西安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促进
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行业
从业人员合法权益，6月11日，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向网约
车从业者发出从事网约车经营
服务的风险提示，明确《网约车
运输证》有效期为8年。

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说，依照《西安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规定，《网约车运输证》许
可对象为企业或个人（以车辆
行驶证登记的所有人为准）。

《网约车运输证》有效期为 8
年，起始日为发证之日，届满
日为车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
注册之日顺延 8年对应的日
期，《网约车运输证》依法不得
转让。

近期，西安市出租车管理
处通过摸排调研，了解到加盟
网约车平台的部分合作租赁
公司存在以租代购、挂靠经
营、担保购车挂靠等形式转嫁
经营风险的问题，将个人全额
出资或个人贷款购买的车辆
登记在租赁公司名下，双方同
时签订挂靠协议和融资租赁
合同，且融资租赁合同承诺三

年后将车辆过户给承租人，但
未明确过户仅限车辆所有权
变更。根据《暂行办法》规定，
《网约车运输证》许可车辆所
有权人发生变更的，《网约车
运输证》将依法注销；车辆所
有权变更后，使用年限超过两
年的，依法不予许可《网约车
运输证》；如合同期内租赁公
司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的，《网
约车运输证》也将依法注销。

鉴于当前西安市网约车
出现以上不规范经营行为和
风险隐患，出租车管理处发布
风险提示，希望有意愿从事网
约车经营的企业或个人，认真

学习《暂行办法》、深入了解政
策规定、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防止和避免因车辆权属不
清晰、政策了解不全面造成个
人不必要的矛盾纠纷或经济
损失。

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将
始终严格督导网约车平台切
实承担主体责任，要求网约车
平台监督与其合作的租赁公
司明晰车辆产权关系，对从业
人员进行风险告知。依据《暂
行办法》规定，西安市出租车
管理处对存在转嫁经营风险
问题的申请办证车辆，一律不
予受理。

昨天早上，西安 14路公交
车早班司机贾立峰准备发车时，
一只受伤的猫头鹰突然从树上
掉下来挡住公交车去路，贾师傅
将其抱到站房里，并联系动保部
门。目前，这只猫头鹰宝宝正在
接受体检和观察，如果排除病症
无需治疗，将放飞到大自然里。

昨天6点半左右，14路公交
车驾驶员贾立峰和往常一样，在
西安唐兴路与科技六路十字公交
始发站，对车辆安全机件进行发
车前检查时，突然看到距车前方
大约2米处的一棵行道树上掉下
来一团黑色的东西，他随即上前，
发现是一只疑似猫头鹰的小
动物。

“小家伙可能受到了惊吓，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大约2
分钟，才勉强抬起头，战战兢兢
地望着我，精神状态显得非常虚
弱，但两只金黄色的圆眼睛盯得
人心里发怵。我当时判断，它的
身上是不是有伤，是不是在树杈
上昏睡时掉了下来。它挡在前
面，我也没办法出车，看着它很

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它抱回调度
站。我伸手抱它的时候，它只是
稍微挣扎了一下。”贾立峰说，他
把这只小家伙交给同事后，就赶
紧驾车营运去了。

工作人员得知站上来了个
“稀客”后，都围到跟前看新鲜。
“大家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小家伙
格外关心，但又不敢给它喂食其
他食物，就给它放了些水。”14路
公交车队党支部书记刘名说，它
蜷缩在墙角，每当有人靠近，便
做出防御姿势，大家只能将水放
在一旁慢慢推近。喂食了几次
之后，小家伙的精神状态有了些
好转，瞪着圆圆的眼睛，不时还
扑扇几下翅膀，还左顾右盼地
转头。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后，这只
小家伙越来越精神，担心其受到
惊吓后磕碰到墙上受伤，一名工
作人员将其抱起来放到茶几上，
又用一个多孔塑料箱扣在上
面。期间，大伙上网查询发现，
眼前这个小家伙就是猫头鹰，属
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究竟

是人工饲养的还是野生的，为何
会出现在繁华的闹市……”刘名
说，由于许多疑问一时无法弄清
楚，他们也不敢贸然施救，就赶
紧与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林业局）取得联系，向动保专
业人士寻求帮助。

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
执法局动保人员赶到现场查看

后，确认眼前这个小家伙属于野
生猫头鹰幼鸟，身上无明显外
伤，初步判断有可能是体质较
弱，从树上掉下来受到了惊吓。
动保人员带着猫头鹰宝宝离开
时说，他们把这个小家伙带回去
先观察一下，如果排除病症无需
治疗，会将其放归秦岭。

文/图王晨首席记者赵丽莉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为进一步加
强健康体检管理，保障健康体检有序进
行，西安市卫生监督所由领导带队，分
两组对各区县卫生监督机构工作开展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日前，西安市、区县两级卫生监督
机构开展了健康体检机构专项整治。
对碑林区、雁塔区、莲湖区等10个区县
的 17家健康体检机构进行了督导检
查。立案处罚6家健康体检机构，移交
区卫生监督部门核查处理8家，对3家
健康体检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
责人进行了约谈。目前，案件正在办理
过程中。

西安市卫生监督所将本次专项整
治行动列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行
业乱象治理工作之一，一把手亲自抓，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细化了检查
项目、内容和标准。突出重点，着力治
理乱象。这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健
康体检机构专项整治行动，是促进全
市健康体检机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的具体行动。重点治理使用的名称与
核准登记的不一致、医务人员跨类别
超范围执业、医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
术人员执业、医务人员配备达不到规
定要求、体检项目未在卫生行政部门
备案、健康体检报告不符合病历书写
基本规范、使用未经备案的限制性医
疗技术进行检查等行业乱象。同时对
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由市区两级卫生
监督所依法查处。

西安重点治理
体检项目未备案

被救助的猫头鹰宝宝

受伤猫头鹰清早“拦截”公交车
动保部门观察后将放归大自然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6月11日24
时起，我省汽、柴油价格下调，92号汽油
和0号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下
调 0.37元和 0.38元。调整后，92号汽
油西安市场6.65元/升。

昨日，记者从陕西省发改委获悉，
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公布自2019
年6月11日24时起下调国内成品油价
格。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
调465元和445元。根据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今起我省汽、柴油价格相
应下调，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最高零售
价格每升分别下调 0.37元和 0.38元。
调整后各价区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
为：92号汽油西安市场每吨 8862元
（6.65元/升），中北部价区执行西安市
场价格，陕南价区每吨8968元（6.73元/
升）；0号柴油西安市区每吨 7400元
（6.29元/升），省内其他市场每吨 7600
元（6.46元/升）。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
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情况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本次调价政策落地后，油价重回“6
元时代”，也带来了出行成本的降低，以
油箱容量在50升的家用轿车为例，加
满一箱 92号汽油将较之前节省 18.5
元。同时，柴油价格下调，物流行业支
出成本出现下滑，以月跑1万公里，百
公里油耗在38升的斯太尔重型卡车为
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
将减少722元左右。

分级计分考核网约车司机

《网约车运输证》有效期为8年

当心车辆权属不清引纠纷

西安92号汽油调价
今起6.65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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