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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驾违法成本

11

滴滴司机抢单后拒载背后

有猫腻

有多大
交警帮您算细账

如今通过网约车出行变得非常普遍，但其中隐藏的一些操
作，却给百姓出行“添了堵”。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滴滴快车就存
在着
“甩单、
拒单”以及
“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等现象。

对于酒驾违法的成本，除了罚款
记分、吊销驾驶证，还涉及社会成本、
经济成本、家庭成本等诸多意想不到
的成本。日前，记者邀请交警给广大
驾驶人仔细算算酒驾违法成本这笔
账。

酒驾、醉驾如何区分
饮酒后驾车指驾驶人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大于或等于 20 毫克/100 毫升，
小于 80 毫克/100 毫升，而醉酒驾车指
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
80 毫克/100 毫升。

酒后驾驶有哪些危害

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
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和脚的
触觉能力较平时降低，往往无法正常
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
判 断 和 操 作 能 力 降 低 —— 饮 酒
后，对光、声刺激反应时间延长，本能
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
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
功能发生障碍，因此，无法正确判断距
离、速度。
视觉障碍——饮酒后可使视力暂
时受损，视像不稳，辨色能力下降，因
此不能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
志和标线。同时，饮酒后视野大大减
小，视像模糊，眼睛只盯着前方目标，
对处于视野边缘的隐患难以发现，易
发生事故。
心理失控——在酒精的刺激下，
人有时会过高估计自己，对周围人的
劝告常不予理睬，往往干出一些力不
从心的事。
疲劳易困——饮酒后易困倦，表
现为行驶不规律、空间视觉差，有时甚
至会在驾驶途中睡着。

酒驾违法六大成本
饮酒驾驶的违法成本有多大？交
警为您算一算，酒驾后一般涉及以下 6
大违法成本：法律成本、经济成本、职
场成本、时间成本、家庭成本、社会成
本。
法律成本：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均要
付出沉重的法律成本。
饮酒驾驶=暂扣 6 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2000 元罚款+一次记满 12 分
再次饮酒驾驶=10 日以下拘留+

2000 元罚款+吊销驾驶证
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吊销驾驶
证+终身禁驾
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15 日拘留+
5000 元罚款+吊销驾驶证+5 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驾驶证
醉酒驾驶=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
证+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追究
刑事责任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约束至酒
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追究刑事责
任+10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重新
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
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按照
“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 1 个月至 6
个月，并处罚金。
经济成本：驾驶人酒后发生车祸
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
予理赔。如果醉驾发生意外导致自身
伤亡，即使没有伤及他人，也会付出巨
大的经济代价。酒驾发生交通事故，
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人
员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
赔偿。
职场成本：按照相关规定，党员和
国家公务人员出现饮酒驾驶违法行
为，除受到交通法规处罚外，还将通报
纪检监察机关，受到纪律查处。从事
出租车、货车、客运车辆等营运行业的
驾驶人，更是面临失业的危险，尤其是
醉酒驾驶将终身不得从事营运类工
作。
时间成本：酒驾付出的时间成本
是巨大的，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即
使不发生事故也会失去人身自由，面
临最高 15 日的行政拘留或最高 6 个月
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
肇事罪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
死亡的，处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
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
心理负担，特别容易对家中未成年子
女造成心理阴影。
社会成本：因酒驾造成事故，后果
影响深远。致伤、致残、致死亡，都会
对双方当事人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
会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影响。
据《人民公安报交通周刊》

先抢单获得平台奖励
再诱导乘客取消订单

导致评分下降，有车时会优先分配给其他分数
较高的乘客，而且如果连续多次取消订单，可能
会导致账号被封，无法叫车。

据滴滴快车司机介绍，近来滴滴快车奖励
司机的模式发生了改变，滴滴快车司机需按照
司机端应用提示，在不同的奖励模式下接够一
定单数，才能获得奖金。在目前滴滴快车指派
订单的模式下，有司机抢单只是为了达到接单
数量赚取奖金，因此在抢单后便会有选择地取
消订单，导致乘客通过网约车出行耗费更多的
时间精力，甚至无意中自我降低了在此平台的
信用评分。
记者调查中从多名滴滴快车司机和客服两
种途径了解到，作为平台对快车司机的约束，如
果司机主动取消订单，有可能会被视为违规，每
单罚款 10 元，并扣除相应的服务分。服务分低
了，派单率也会随之降低。为规避主动取消订
单遭乘客投诉可能带来的经济处罚和扣分问
题，快车司机会找一些理由借此开脱，比如找不
着乘客、乘客位置有误等等，更有司机会以各种
理由要求乘客一方主动取消订单。
记者质疑司机：
“ 现在是您去不了，应该是
您来取消啊。”司机会以“我取消会降低信用值，
您这边取消对您没什么影响”来为自己找借口
不取消订单。但记者从滴滴快车工作人员处了
解到，目前平台对司机和乘客实行双向约束，乘
客主动取消订单，
同样存在降低信用值的可能。
目前，滴滴出行 APP 在完成快车订单后，乘
客和司机有双向评价，司乘双方均实行 5 分满分
的信用评分规则。有快车司机表示，如果乘客
信用评分低于 4 分，
司机拒载率会大大提升。
滴滴快车客服表示，如果乘客多次取消会

滴滴回应
乘客通过滴滴快车完成出行后，将相应车
费实时支付给快车司机，但这些订单滴滴平台
获取约为车费 20%的抽成。平台通过消费者订
单打车的行为而获得经济收益，所以平台跟消
费者之间有密切的合同关系。如果消费者有正
当的权益诉求，平台就有必要采取有效的、透明
的回应措施。但滴滴快车客服介绍，对违规的
快车司机的处理结果不会反馈给乘客。
记者追问：
“ 我不知道（反馈）结果的话，我
怎么知道你们处理的是否公允以及进度、结果
是什么呢？”客服再次表示：
“我们没办法把司机
的具体处理结果给您。
”

专家观点
对 此 专 家 表 示 ，经 营 者 有 信 息 披 露 的 义
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
长刘俊海介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 8 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使用
商品或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为保护消费
者的知情权，第 20 条第 2 款还专门规定了经营
者的信息披露义务。
刘俊海认为，
“ 不光是从法律角度看，而且
从商业伦理方面看，企业要与消费者自觉地站
在一起，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消费者角度进一
步优化自身的投诉纠纷的解决流程。
”
据《北京晚报》

被扣 12 分
他想让交警改处罚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
“交警扣了我 12 分，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
开不了工，影响生计啊！”跑运输的王师傅将浙江
省临海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告上了法庭，认为交警
在一次执法中对他的处罚过重。
王师傅是安徽省宿州人，平日以开大货车跑
长途运货为生。王师傅驾驶的货车有合法的行
驶 证 ，但 核 载 的 吨 数 较 大 ，通 行 费 也 高 一 些 。
2017 年 10 月 29 日，王师傅驾驶货车满载货物，从
温州市开往宁波市，途经 104 国道临海青岭收费
站时，为了贪图小便宜省下 10 元通行费，王师傅
向收费站工作人员出示了伪造的行驶证。
收费站工作人员当场发现后报了警，王师傅
立即又将合法的行驶证交给了工作人员，并补缴
10 元通行费。尽管如此，交警赶到后还是将他带
走了。
次日，临海市交警大队对王师傅作出行政拘
留10日、
罚款4000元、
驾驶证记12分的行政处罚。
王师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行政拘留 10 日
表示接受，但扣 12 分的处罚令他很难受，
“驾驶分

全扣完了，还得重新考试，这段时间我就不能出
去跑了，家里负担还很重。”王师傅希望交警能取
消扣 12 分的处罚，
但交警方面没有同意。
王师傅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交警作出的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交警认为，王师傅提出的撤销决定书的请求
理由不予成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记分分值》的规定，使用伪造机动车行驶
证行为依法应当处行政拘留处罚，这就说明，此
违法行为情节较重。王师傅通过收费站时使用
伪造的机动车行驶证事实清楚，临海市交警大队
作出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法
院判决驳回王师傅的诉讼请求。
“法虽不外乎人情，但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
依法展开。”判决后，法官表示，虽然王师傅在一
段时间内无法继续从事驾驶货车的工作，但这就
是违法的代价，对他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据《浙江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