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奈 省 人 民 政 府 今

第 247号

《片末省出租汽キ盗菅管理亦法》 已径 2017年 9月 21日 片

末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 114次 常券会被修資通辻,現 予公布,自

2018年 2月 1日 超施行。

2017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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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奈省出租汽車径菅管理亦法

第一章 思 興1

第一条 力了規疱出租汽率径菅行力,保 障出租汽キ来客、

賀攻貝わ笙菅者的合法叔益,促選出租汽キ行立友展 ,根据有美

法律、法規 ,結合本省共障,+1定 本亦法。

第二条 本亦法道用千本省行政区域内出租汽キ径普及其監

督管理活功。

第三条 本亦法所称出租汽牟姿菅,足指使用 7座 以下未用

牟,接 照来客意尽提供的菅rll性 客近活功,包 括巡滋出租汽牟

(以 下筒称巡済キ)変 菅和国各萩釣出租汽キ (以 下筒称 回釣

率)変菅。

本亦法所称出租汽車径菅者 ,是指依法取得出租汽車径菅寺

可,八事出租汽牟埜菅的企立法人和全体径菅者。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 在本象人民政府頷早

下,負 責指早仝省出租汽牟笙菅管理工作。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遭近輸主管部日在本象人民政府頷早

下,負 責本行政区域出租汽牟盗菅管理的具体工作。

友展改革、公安、人力資源社会保障、住房城 多建没、エ

商、反監、税券、通信、人民銀行、国信等部日わ工会姐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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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各 自駅責傲好出租汽率径菅管理的相美工作。

第五条 市、具、区人民政府泣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社会公ハ

出行需求、城市公共交通友展水平、道路資源承載能力等情況友

展出租汽率,科 学碗定出租汽車近力規模。

市、晏、区人民政府泣 当カロ張出租汽キ候率点、休息服券

点、妹合交通枢俎凋度場等配套没施的規夫1建没 ,力 出租汽率菅

近提供便不1。

第六条  出租汽車径菅泣当依法盗菅、減美守信、公平尭

争、仇反服券。

鼓励出租汽車笙菅者使用新能源率輌和力有需要的来客提供

元障碍率輌及其他元障碍服券。

第二章 径菅浄可

第七条 申清双事巡済率姿菅的,泣 当接照国家わ市、晏、

区人民政府的規定取得巡洋キ率柄埜菅叔。

企立法人 申清八事巡済率埜菅的,泣 当接照国家規定向姿菅

区域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11提 出申清 ,井提交相

泣的材料。

全体径菅者申清八事巡済率径菅的,泣 当向姿菅区域市、

具、区人民政府交適近輸主管部11提 出申清,井提交 《巡済出

租汽キ姿菅申清表》《似投入牟輌承芳ギ》和本人的 《巡済出租

汽キ賀教員近》及其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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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申清八事回釣キ径菅的,泣 当具右企立法人姿格 ,

井接照国家規定向姿菅区域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交通込輸主管部

日提出申清、提交材料。

在本省注冊的企立首次申清八事回釣キ径菅的,泣 当接照国

家わ省的有美規定,向 注冊地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交遁近輸主管

部日提交銭上服券能力決定材料;省 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日

会同同吸通信、公安、税券、人民薇行、国信等部 11常 核后,由

省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日出具銭上服券能力決定結果。

第九条 出租汽車泣当安装泣急扱警装置和具有行襲泥永功

能的率輌工星定位装置。

巡済率泣当接照要求噴漆を用林沢和安装巡済率林恙灯、空

率待租林志、汁程 it介没各。

未取得巡済キ 《道路近輸江》 的率輌不得吠漆巡滋率を用

林沢わ安装巡済キ林恙灯、空キ待租林恙、汁程汁介没各。

第十条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11泣 当向符合

条件的巡洋キ核友 《道路近輸江》,向 符合条件的回釣率核友

《図絡萩釣出租汽キ近輸江》 (《 道路近輸江》和 《図客萩釣出

租汽キ近輸江》以下坑称菅近江)。

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日泣当向八立姿格考拭

合格的巡済キ賀襲貝核友 《巡済出租汽キ賀襲貝II》 ,向 水立姿

格考拭合格的口釣キ背襲員核友 《口絡萩釣出租汽キ賀襲貝近》

(《巡洋出租汽車省攻員江》わ 《図絡預釣出租汽牟弯襲員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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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坑称炊立姿格江 )。

巡滋率奮_7t貝 八立姿格考拭寺回釣率賀襲貝炊立姿格考拭内

容相同的,考拭合格成須在有数期内可以互汰。

第二章 祭菅行カ

第十一条 出租汽率径菅者泣当承担承近人責任,保 IIE菅 近

安全,保障来客的合法叔益。

全体径菅者和釆取承包姿菅方式的承包人,泣 当取得出租汽

率賀襲貝炊立姿格,接照規定注冊上蘭,井 由本人宜接八事菅近

活功。

釆取承包埜菅方式的承包人不得特包或者檀 自聘清賀襲貝。

第十二条 出租汽牟径菅者庄当ill守 下夕1規定 :

(一 )接照国家相美林准菅近,力 来客提供安全、便掟、舒

道的出租汽キ服券 ;

(二 )使用性能良好的合法菅近キ輌,建 立完善的キ柄楷

茉,保 IIE菅 近辻程中没施没各完好 ;

(三 )配各具有出租汽率八立姿格且完成注般的弯襲貝,建

立弯襲貝管理楷案,定期姐鉄弯製員升展立券培)1和 安全教育 ;

(四 )依法幼税,接照右美規定投保承近人責任隆等相美保

隆 ;

(五 )接照規定向交範近輸等部 11提供菅近数据以及其他羹

要的菅近姿料,実 Ef特送牟輌工星定位装置泥永和生成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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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来客坪介、服券反量投訴及炎理+1皮 ,保 障来客

叔益 ;

(七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化要求。

第十三条 出租汽キ径菅者泣当明4林介 ,在 出租汽車醒曰

位置公升近介和牧費林准,井 向来客提供税外部日監+1的 票据。

近介実行政府定介或者政府指早介的,出 租汽キ径菅者泣当

執行具級以上人民政府介格主管部 11キ1定 的近合わ牧費林准。

近介実行市場調市介的,出 租汽牟埜菅者泣当接照符合国家

有美規定的汁程汁介方式+1定近介わ牧費林准 ,井 向社会公示。

第十四条 出租汽車埜菅者泣当自党接受社会監督 ,公布服

券監督屯活 ,建立 24小 叶服券投訴値班 tll皮 ,指定部日或者人

員受理投訴。

出租汽キ盗菅者牧至1来客投訴后 ,泣 当在 10日 内人理完半 ,

井杵炎理結果告知来客。

第十五条 出租汽キ賀攻貝泣当遵守下rll規 定 :

(一 )接照国家規定取得炊立姿格近 ,在 八立姿格江核定疱

国内接照国家出租汽キ服券林准提供服券,井 不得装借、出租、

漆攻双立姿格江。

(二 )接照規定携帯菅近江和八立姿格江 ;炊事巡洋率服券

的,遅泣当在キ内醒曰位置公升本人的八立信息,且公升的信息

泣当々共昧考攻人員一致。

(三 )接照規定使用出租汽牟相美没各 ,不 得故意破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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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専用内吸畑 ,裁客近行叶不得操作手机、鉄食。

(四 )接照来客要求的路銭行製 ;来客未提出要求的,泣 当

地峰距高最短的路銭行秋 ;因 故需統道行製叶,泣 当征得来客同

意。

(五 )不得元故中断近送来客服奔或者未征得禾客同意更換

キ柄。

(六 )提供預釣服券的,泣 当准叶履釣,因 故不能履釣的泣

当提前告知;来客未接照釣定候率Hf,泣 当有来客咲系碗汰。

(七 )不得不1用 出租汽率逃行逹法犯罪活功或者力逹法犯罪

活功提供便不1条件 ;菅近中友現逹法犯罪嫌疑人的,泣 当及 Hf向

公安机美挙扱 ,井協助公安机美調査取 IIE。

(八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化要求。

第十六条 除下all情 形外,出 租汽車弯襲貝不得拒載 :

(一 )不 能控 +1自 己行力的来客要求未キ且元人随キ監ナ

的 ;

(二 )来客携帯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隆物品的 ;

(三 )来客不思接照相泣的汁奏林准支付キ費的 ;

(四 )来客的要求逹反有美法律、法規、規章或者交通管制

規定的 ;

(五 )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其化可以拒裁的情形。

第十七条 出租汽率径菅者泣当接照有美法律、法規的規定

保障弯襲貝的合法叔益,規 疱々弯襲貝基汀的労功合同、変菅合

-7-



同或者協洪。

出租汽キ径菅者寺弯襲貝答河的芳功合同,泣 当明碗釣定芳

功合同期限、芳功扱酬、工作 Hf同 、休息休仮、社会保隆等事

項。

出租汽キ埜菅者々弯襲員笙汀的埜菅合同或者跡洪,泣 当明

碗双方的叔不1和 叉券,建 立菅近凩隆共担、不1益 共享的分配机

十1。

第十八条 出租汽率径菅者泣当tll定 突友事件泣急萩案。泣

急預案包括扱告程序、泣急指拝、泣急キ輌、炎畳措施わ責任人

等内容。

友生突友事件 Ht,出 租汽車径菅者わ省攻貝泣当服八市、

晏、区人民政府及共有夫部 |¬ 的坑一指拝、凋度。

第十九条 巡滋キ可以巡滋抗客、堵点蛯劇卜候客,也可以通

辻屯信、互咲同等方式預釣提供出租汽車服券。

国釣牟泣当通辻互咲回方式預釣提供出租汽キ服券,不 得巡

済批客、堵点籍劇卜候客。

第二十条 出租汽キ泣当在寺可的径菅区域内炊事笙菅活

功;超 出寺可的径菅区域的,単次笙菅的起点或者終点泣当有一

端在寺可的埜菅区域内。

市、晏、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11庄 当在交通方便、客

流集中的地方没立昇地巡洋牟日程候客堵点,井 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牟径菅者、雪襲貝以及其他単位和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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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千抗、屏蔽出租汽率相美没各数据侍輸信号,不 得集攻出租

汽率相美没各泥永わ生成的数据。

国釣率姿菅者泣当通辻其服券平台以呈著方式杵弯紋貝、釣

率人和来客等今人信息的釆集わ使用的目的、方式和疱曰逃行告

知。今人信息的釆集不得超越提供口釣率立券所必需的疱曰。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単位和今人不得向出租汽キ姿菅者、背襲

員♯法牧取停率費用或者阻撓其正常菅近 ,不 得釆取沈乱正常菅

近秩序的手段力出租汽率招批来客。

第四章 監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具級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11泣 当依法

対出租汽牟盗菅行力実施監督栓査,会 同有美部 11及 叶+1止 、多1

正♯法出租汽キ径菅行力及其他逹法行力,4ナ 出租汽牟市場秩

序。

異級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日泣当建立久右出租汽率

変菅管理取責的部 11之 目的信息実叶共享机 +1。

第二十四条 市、晏、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11泣 当健

仝内部監督十1度 ,筒 化キ可程序,提高出租汽率行立管理水平 ,

自党接受社会監督。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 泣当柏建口上立券平

合,定期公布出租汽牟姿菅管理信息。

第二十五条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 泣当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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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監管方式,提高監管数能。

依法凋取的汁程汁介没各、交通監控机叛、汽キ行襲泥永供

或者工星定位系坑泥永、釆集的資料,径碗汰后可以作力決定逹

法事実的江据。

第二十六条 市、晏、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日泣当カロ

張出租汽キ行立減信体系建没,接 照国家
～

省的右美規定対出租

汽キ埜菅者わ賀攻員実施減信汗介。

第二十七条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遁近輸主管部日泣当建

立投訴+1度 ,公升投訴屯活、通信地址或者屯子由F箱 ,接 受末

客、賀攻員わ笙菅者投訴。

市、晏、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 受理的投源,泣 当在

10日 内亦結;情況隻染的,泣 当在 30日 内亦結。

第二十人条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日泣当カロ

張対巡洋率的率輌結杓、キ容牟貌、外現顔色交功情況,以 及安

装、使用出租汽率林恙灯、杢キ待租林恙、汁程汁介浚各、キ柄

工星定位装置、泣急扱警装置、安全防疱没施、消防器材等情況

的日常栓査,友現不符合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泣 当責今攻

正。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キ埜菅者疏子管理 ,早致友生不1用 出租

汽キ抗乱社会秩序、妨碍正常菅近事件的,市 、晏、区人民政府

交通近輸主管部 11泣 当責今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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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条 交遁近輸主管部 11及 其工作人員逹反本亦法規

定,有下rll行 力え一的,対宣接久責的主管人員わ其化宣接責任

人員依法給予炎分;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美依法人理 :

(一 )未接照規定実施寺可的 ;

(二 )未接照規定履行監督管理取能的 ;

(三 )未接照規定受理投訴,造成芦重后呆的 ;

(四 )友現逹法行力未及 Hf査炎的 ;

(五 )参有或者交相参考出租汽車埜菅的 ;

(六 )索取、牧受他人財物或者渫取其化不正当不1益 的 ;

(七 )其化濫用取枚、玩忽駅守、絢私舞弊行力。

第三十一条 逹反本亦法第九条第二款規定,未取得巡滋キ

菅近近的キ輌噴漆巡洋率を用林沢或者安装巡滋キ林恙灯、室率

待租林恙或者汁程・it介 没各的,由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

主管部 11責 今改正,対単位炎 5000元 以上 1万 元以下罰款,対

企人炎 1000元 蜀款。

第三十二条 出租汽キ姪菅者逹反本亦法第十二条第五項規

定,有 下pll行 力え一的,由 市、晏、区人民政府交逍近輸主管部

11責 今改正,対企立法人炎 3000元 以上 5000元 以下罰款,対企

体埜菅者炎 500元 以上 1000元 以下罰款 :

(一 )未接照規定向交通近輸等部 11提供昔近数据或者其他

一 H一



必要的菅近資料的 ;

(二 )未美Hf侍 送率輌工星定位装置泥永或者生成的数据

的。

第三十三条 逹反本亦法第十五条第一項規定 ,有下夕1行 カ

え一的,由 市、晏、区人民政府交通逐輸主管部 11責 今改正,炎

1000元 罰款 :

(一 )未取得八立姿格江或者超越八立姿格江核定疱曰,賀

襲出租汽率八事径菅活功的 ;

(二 )端借、出租或者漆攻八立姿格II的 。

第三十四条 出租汽率賀哄員Iit_反本亦法第十五条第二項規

定 ,在 菅近辻程中有下夕1行 力え一的,由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

Ein近 輸主管部日責今改正,炎 100元 罰款 :

(一 )未接照規定携帯菅近江或者八立姿格江的 ;

(二 )八事巡洋キ服券 ,未在率内醒 目位置公升本人的双立

信息或者公升的信息寺実際賀襲人員不一致的。

第二十五条 逍反本亦法第二十一条規定 ,有 下夕1行 力之一

的,由 市、具、区人民政府交通近輸主管部 |¬ 責今改正,対単位

炎 3000元 以上 5000元 以下蜀款,対企人炎 500元 以上 1000元 以

下蜀款 :

(一 )千抗或者屏蔽出租汽車相美没各数据借輸信号的 ;

(二 )集 攻出租汽率相美没各泥永或者生成的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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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nlI

第三十六条 巡滋率的扱疲林准接照国家机効率張+1扱疲林

准執行。

回釣キ行襲里程迷至160万 千米叶張tll技疲;行襲里程未迷

至160万 千米但使用年限迷至18年 叶,退 出回釣率径菅;退 出口

釣率径菅的率輌行攻里程迷多160万 千米Ef tt lll級 友。

第二十七条 本亦法没有規定的其化事項,相 美法律、法

規、規章有規定的,炊其規定。

第三十八条 本亦法自2018年 2月 1日 起施行,《 声末省出

租汽車管理亦法》同時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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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国券院亦公斤,国券院法+1赤。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協主席,日1省 く,省 攻
府秘ギK、 日1秘ギく。
各地坂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去 (市 、区)人 民政府,省 政府
各部 11、 各宣属机胸。
省委亦/Ak斤 ,省 人大常委会亦公斤,省 政協亦公斤,省妃委
亦公斤,省 法院,省栓察院。
南部哉区,南海肌仄,南部哉区杢写,省 軍区。

2ot7 4 tz A zs E,Ep k声末省人民政府赤公斤秘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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