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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逃避检查，有些的哥绕道行驶、拒载

设置流动稽查点 逃检绕行要重罚
出租车专项整治系列报道 >>>

■记者 赵延 张雪芳

千余公交司乘人员
接受一个月培训

昨日，有两位市民打进本报热线 6970000 反映，他们乘坐
出租车时，都遭到拒载。 一位市民被拒载的理由是路程太远，
另一位市民被拒载是因出租车司机没有资格证逃避检查绕道
行驶。 执法人员上路检查，本来是为了规范出租车行业，但很
多出租车司机为了逃避检查，使出了各种歪招。 记者从拉萨交
通综合执法支队了解到，针对出租车逃避检查这种情况，他们
已在全市设立流动稽查点整治出租车。

反映一 路程远 连遭 4 的哥拒载
昨日下午，市民王女士向本
报热线 6970000 反映， 她在拉
萨百货大楼门前打出租车，因为
去的地方较远，一直遭到出租车
司机拒载。 半个小时过去了，她
才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据王女士介绍， 昨日下午 2
时许， 她从拉萨百货大楼出来，准
备打车到拉萨海关办事。 很快，一
辆空车驶了过来，招手后，车停了。
去哪里？ ”出租车司机问。“
去海
“
关。 ”王女士说。 听到这句话，司机

摆摆手，立刻将车开走了。 王女士
不停地拦车，第二辆、第三辆、第四
辆出租车都是如此。“
去海关也不
是很远，为什么这么多出租车都不
去呢？ ”王女士很气愤。
王女士说， 出租车本来就
是为市民出行提供方便的，而
现在却成了出租车司机选择
服务对象，近的就去、远一点
就拒载，而且这种现象十分普
遍 ，“他 们 这 哪 像 是 窗 口 行 业
的工作者？ ”

反映二 的哥拒载为逃避检查
手机号码为 136××××0219
的市民向本报热线反映，他从纳
金路打车去北郊办事，遭到车牌
号为藏 AT208×的哥拒载。 的哥
告诉他，执法人员正在北郊附近
检查，他没有资格证，所以他不能
去。对于出租车的这个理由，这位
市民有些哭笑不得。
该市民讲，昨日上午 11 时，
她从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出
来，准备去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办
事。 拦车时， 一辆车牌号为藏

AT208×的出租车开了过来，“师
傅，我要去慈松塘东路的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该的哥一听，连忙
告知，他不能去那个地方。 市民
有点惊讶， 问的哥为什么不去？
的哥解释说：“听同行们说，拉萨
交通综合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
正在那条路附近检查出租车，我
没有资格证，担心被查到，所以
不敢去那条路。 ”
该市民告诉记者，如今出租
车拒载的理由是千奇百怪。

执法人员检查出租车司机的证件。 记者 张雪芳 摄

对策 设置流动稽查点
随后，记者将市民反映的出租
车问题反馈给了拉萨交通综合执
法支队，支队长平措介绍，针对市
民反映的出租车问题， 首先工作
人员要进行核实，如果情况属实，
出租车司机属于拒载， 他们将根
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罚。同时，那位
的哥得知执法部门在检查， 因证
件不齐故意绕行， 核实后还要进
行重罚。
执法部门上路检查，本来是为
了规范出租车行业，但有些出租车
司机为了逃避检查故意绕行。 针对

这种情况，平措说，他们联合运管
部门、 出租车协会和出租车公司，
在全市设置了 5 个流动稽查点。 执
法人员定时不定时地对全市出租
车拒载、不打表、拼客等问题进行
全面检查，如发现为逃避检查绕道
行驶的，将进行重罚。“目前，拉萨
市‘六城同创’工作正处于冲刺阶
段，而出租车行业又是拉萨的一个
文明窗口，所以我们将加大检查力
度，对出租车进行专项整治，规范
出租车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树立出
租车行业形象。 ”平措说。

投诉 工作人员 24 小时接听、受理
乘客在乘坐出租车时， 如果遭
到出租车拒载、不打表、甩客、拼客等
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拨打出租车投
诉热线：6834105。 工作人员 24 小时

接听投诉热线并受理，他们会做到事
事有记录、有处理、有回应。对于查实
的投诉，工作人员将严格按照规定进
行处理并登记。

昨日， 记者从拉萨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了
解到， 为进一步提高拉萨市公交车司乘人员业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近日，该局在城关区职业培训中
心和公交驾校举行了公交车司乘人员培训班开班
仪式。 拉萨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边巴次仁
表示， 此次培训将进一步提高拉萨市公交车司乘
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服务水平。
据了解，此次培训严格按照《关于公交集团公
司司乘人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和《公交系统人员
职业素养培训方案》的相关要求，对 1125 名公交
车司乘人员进行培训， 其中 573 名驾驶员安排到
公交驾校培训。根据公交车运营需要，驾驶员分为
9 批进行培训，培训时间为一个月。 而 474 名乘务
员则安排到城关区职业培训中心分 12 批进行培
训。在 24 天的培训中，乘务员必须学习职业道德、
消防安全、应急救护、仪容仪表、文明礼仪、乘务员
模拟操作等内容。 驾驶员则学习驾驶安全以及相
关操作技能等。另外有 78 名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参
与培训， 主要是公交从业人员管理以及相关服务
内容。“
我们在开班仪式上就为学员们发放了各种
学习资料达 2500 册，通过培训提高公交车司乘人
员的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 为改善拉萨市公交运
输服务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 ”边巴次仁说。
记者 马恩义

央金律师
西藏恒丰律师事务所
西藏商报常年法律顾问
法律咨询电话:6838899
地址：拉萨市当热西路天路康卓花园 15 栋

SHE’S 无痛保宫人流 给爱最安全的保障
一、SHE’S 国际无痛人流标准源自美国

三、SHE’S 标准内涵

SHE’S 国际无痛人流标准于 1986 年被美国妇产科学正式
列为临床手术标准。 该标准是鉴于美国女性在早、中期终止妊
娠过程中， 子宫极易受到器械或人为因素的伤害， 而由美国
260 多名妇产科医师联名提出的一项临床实施标准。该标准在
美国国内 69 家大型医院实施，患者反映极佳。 之后，该标准被
欧洲等发达国家陆续采用。 我国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引入该项
标准。

SHE’S 是针对无痛人流术制定的一种医疗规范标准。 该
标准对医疗硬件设备和软件服务都有严格的规范划要求。 概
括而言，配备专业手术、麻醉医师，要求必须具备副高级以上
职称,具有多年 SHE’S 无痛人流标准的推广经验，手术要求在
严格消毒的独立层流净化手术室完成，需配备专业的麻醉、抢
救、中心供养、心电监护等仪器设备，术后有完备的子宫恢复
治疗，并提供心理、复健知识辅导。

二、拉萨现代妇科医院为自治区唯一实施机构

四、SHE’S 提供更安全、人性化的医疗服务

通过严密的人员培训及设备测试， 拉萨现代妇科医院成
为西藏自治区内唯一一家获得通过的“
She’s 国际人流标准”
执行机构， 医院于 2009 年 6 月 6 日隆重推出 She’s 国际人
流。 一场创新技术，为区内女性带来了人流体验新革命。 至今
已为我区女性安全实施人流手术 15000 多例。

SHE’S 是安全（Security）、舒适(Easiness)、康复（Humanity）、 快捷（Speedy）的英文缩写。 SHE’S 将为意外妊娠的女性
提供更安全、更人性化、令身心轻松的医疗服务。 执行 SHE’S
无痛人流标准能降低因人流引起的人流综合症、 不孕症的发
生几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