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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严查出租车夜间违法运营
将以公交枢纽、重点轨道交通车站等区域为重点 23时以后将加大执法力度
本报讯（记者 周 超）今天上午，记
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为确保本市出租
汽车运营市场平稳有序， 打击出租汽
“
黑车”违法违规运营、严重扰
车、巡游
乱市场秩序行为，近期，本市开展出租
汽车行业专项整治工作。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专项
整治将加大对出租汽车严重违章、巡
游
“
黑车”和克隆出租车非法运营的打
击处罚力度，形成高压严打态势，集中
整顿运营秩序。
具体来说，将以“三站两场”，公交
枢纽、重点轨道交通车站，王府井、西
单等繁华商业街区，CBD、 金融街等
写字楼集中区域为重点， 加大执法力

量投入，监管时间向夜间和23时以后
倾斜，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联勤联动，开
展综合治理。
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并安排
专人负责投诉受理工作。
负责人介绍，仅9月10日、11日两
日， 市交通执法总队出动执法人员
229人次，对三站两场、三里屯等26个
重点地区开展集中夜查行动， 检查车
辆近千余台次， 查处违法违章行为
138起，查扣巡游“
黑车”4辆。
针对三里屯地区夜间出租车议价
等问题，9月11日晚21时至次日凌晨2
时，市交通执法总队会同交管、城管等
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共查获出租

汽车交给他人驾驶9起（其中1辆私改
计价器）、拒载1起、议价1起、不规范
服务1起，交警处罚违章停车10起，城
管清理不法商贩2起。 对严重违法违
规的驾驶员将纳入行业
“
黑名单”。
为进一步提升出租行业服务质量，
出租汽车行业积极践行企业主体责任，
采取各种措施，激励驾驶员夜间运营。
一是建立起企业奖励机制。 如三
元出租汽车公司将积极参加重点区
域、 重点时段运力保障任务作为评选
奖励优秀驾驶员的先决条件； 首汽约
车则采取夜间订单流水积分双倍计
算、驾驶员场站保障数单奖励的方法，
激励网约车驾驶员夜间到主要场站进

行运输保障。
文明服务、规范运营、
同时，开展“
礼在北京”专项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
锋带头作用。向全体驾驶员发出倡议，
号召党员、“的士之星” 车队发挥先锋
带头作用，夜间主动前往“三站两场”
及重点商圈保障运营， 急乘客出行之
所急，彰显首都的士行业风采。
下一步， 市交通执法部门将会同
交管、城管等部门，不断加大出租汽车
行业监管力度，将出租汽车严重违章行
为记入
“
黑名单”，对违法问题突出的出
租企业进行约谈整改，对巡游
“
黑车”依
法予以严厉处罚，进一步净化出租汽车
运营环境，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房山塌方段实施爆破 下月底恢复临时通行
本 报 讯 （记者 周 超） 昨天下午3
时，北京房山公路分局对军红路塌方
实施爆破清理作业，预计10月30日前
恢复道路临时通行。
“现场可以起爆，5、4、3、2、1。 ”昨
天下午，随着一阵轰炸声，记者在爆
炸点500米开外看见前方山体上岩石
炸落。 据房山公路分局介绍，今年8月
11日，房山军红路K18+350米处发生
约3万立方米的塌方， 涉及路段长度
约120米， 高度约40米， 造成道路中
断。 由于塌方山体上方岩体处于临界
稳定状态，需要清除后方可进行塌方
堆积物的清理，给道路抢通工作造成
了极大的困难。
军红路塌方处置分抢通和恢复

重建两个阶段实施。 抢通阶段：采用爆
破方式清除上方约7000方危险岩石，
对道路上方堆积山石进行清理， 修筑
坍塌的道路外侧挡墙， 完成路基填筑
工作，争取达到一般车辆通行目标；恢
复重建阶段：受冬季施工气温影响，预
计明年初对路侧坍塌山体进行工程处
理和支护；恢复道路路面结构。
据市政路桥养护集团瑞通七处
养护人员介 绍 ， 参 与 塌 方 处 置 的 人
员、设备均已全部就位，实施爆破
作业后， 将立即开展道路清理作
业 ， 修 筑 损 毁 的 路 基 ， 预 计 10 月 30
日前恢复道 路 临 时 通 行 ， 确 保 大 安
山矿区居民冬季取暖和正常的生
产生活需求。

爆破现场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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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为看电影违停 致后车司机死亡被判担半责
本报讯（记者 洪雪）去电影院发现
车位已满，李先生图省事把车停在最外
侧机动车道上。 不料被另一辆车撞上，
该车司机柳先生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
责任无法认定。死者亲属将李先生及其
车辆的保险公司诉至通州法院。
近日， 通州法院认定双方各负百
分之五十的责任， 一审判决李先生车
辆的保险公司赔偿死者柳先生家人各
项损失共计60余万元。
2017年临近春节的一天晚上，李

先生约爱人一起去看电影， 可停车场
已经没有车位了， 情急之下他便将车
辆停在电影院旁外侧机动车道上。
观影过后， 李先生发现自己车辆
的左后方有明显被撞的痕迹， 车辆前
方六七米处停放一辆白色小轿车，打
着双闪， 两辆车之间有散落的车辆外
壳碎片。车内司机柳先生经抢救无效，
于次日死亡。
经鉴定， 柳先生的死亡原因为脑
出血。 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
柳先生因脑出血死亡，其死亡原因无
法确定为此次交通事故所致， 故不确
定柳先生和李先生的事故责任。 ”
此后，柳先生的家人将李先生和保
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10余万元。
经法官调查， 从车辆的受损情况
来看， 可以看出事发时柳先生驾驶的
车辆和李先生停放于机动车道内的车
辆发生了剧烈碰撞， 应当认定柳先生
的死亡和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

庭审中， 李先生提出柳先生可能
事发前已经突发疾病的意见。 法院认
为， 即使柳先生在事发前自身突发疾
病，李先生的违法行为，势必对柳先生
在特殊身体状况下的应急反应造成不
利影响。 同时，法院认为，柳先生驾驶
车辆从后方驶来未确保安全而相撞亦
有责任。
最终判决双方各承担百分之五十
的责任， 李先生车辆的保险公司赔偿
柳先生亲属各项损失共计60余万元。

京东物流“青流箱”八月全北京覆盖 用户可一键选择
本 报 讯（记者 王 思 思）网购已经
成为了都市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每年因快递订单产生的垃圾也给城
市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近期， 北京市的消费者可以在京
东自主选择循环快递包装。 据京东物
流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已有10
万个可循环使用的青流箱投入到了北
京市的大街小巷。
“我昨天在京东上下单了香油，在
订单下方突然发现有循环快递包装的
选项，所以就点击了试试看。 ”今日一
早上班前， 家住北京传媒大学附近的
曹先生就收到了自己的订单。
不过， 此次快递小哥送来的快递
盒却和平日的大不相同。记者看到，快
递小哥怀抱着一个绿色的类似于塑料
盒材质的快递盒， 在跟曹先生确认完
信息后， 快递小哥当着曹先生的面打

开了盒子取出了曹先生购买的产品，
然后告知曹先生， 此次的快递盒是京
东物流打造的青流箱， 需要重新回收
利用。
据曹先生透露， 平时自己工作很
忙，购物主要以网购为主。但由于家住
高层， 所以每次快递遗留下来的包装
都让他头疼不已。
“
以前在购买生鲜的时候，部分包
装袋快递小哥会回收，但是这种绿色的
青流箱确实是首次看到。”曹先生表示。
负责曹先生小区的快递小哥告诉
记者，在他们所在的站点，两个月前已
经开始逐步使用青流箱。“可能小区知
道青流箱的用户不是很多， 但是在我
送的几单快递中， 用户们对青流箱的
接受度都很高， 并且也很赞赏企业这
样子的环保行为。 ”
京东物流包装规划负责人段艳健

告诉记者， 从今年八月份开始北京市
已经全面覆盖了青流箱， 并可供用户
在下单时自主选择， 现在主要集中在
3C数码及食品品类的中小件订单中，
未来将逐步覆盖全品类。
据段艳健透露， 目前在全国共有

30万个青流箱，其中北京大约10万个。
预计到今年第四季度， 全国将会有40
个以上城市推广使用青流箱，预计每天
至少有10万个青流箱在城市中投递。
记者了解到，青流箱在2017年底
已经推出，是由食品级环保材料PP制
作而成，采用中空板结构，可5秒钟快
速成型打包，此种材料抗打击、耐高低
温和湿度性能强， 可以保护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完好性。 封箱采用一次性封
签，取消胶带的使用，可保障商品安全
抵达用户手中，令人惊叹的是，这个一
次性封签选用的也是可降解材料，对
环境0污染。
根据严格的实验测试， 青流箱单
次使用成本相比纸箱来说节省30%以
上，正常情况下可以循环使用20次以
上，破损后还可以无限次
“回炉重造”，
对环境 0 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