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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在家喝茶 也能日“转”225元
打车软件“烧钱大战”战火蔓延，有出租车司机利用软件漏洞空手套白狼

□记者 王健

“有了嘀嘀打车、快的打车两
个打车软件，打车比坐公交车还便
宜。”不少市民反映，通过软件打
车，不但不用担心“打车难”，还可
以享受“打车立省10元”的优惠。

这样的优惠本身已经够“诱
人”，却还有市民想出了更省钱的
办法，那就是分段打车；更有甚者，
有出租车司机用多部手机自己给
自己发“订单”，即使足不出户，每
天也能有225元入账。

体验
打一次车少花10块钱

9日上午，记者实地体验了一
把软件打车。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市中区
大众广场附近，此时记者的前面已
经有一对情侣在招手打车，但经过
的好几辆出租车都显示“载客”。

记者启动嘀嘀打车，软件很快
显示已经联系到了附近近百辆出
租车；过了不到一分钟，正大出租
车公司的的哥侯师傅响应了记者
的订单，并给记者打电话确认了位
置；侯师傅开车过来后，先问了问
记者前面的那对情侣，确定他们不
是通过嘀嘀打车叫的车，便来到了
记者跟前。

10分钟左右，记者乘车抵达目
的地和谐广场，计价器显示费用为
10 . 9元，但通过微信支付享受10
元优惠后，记者实际仅支付了0 . 9
元。

随后，记者又通过快的打车预
约了一辆出租车，3 . 6公里的路
程，计价器显示金额为11 . 3元，记
者通过支付宝支付，优惠后只支付
了1 . 3元。

据了解，市民通过嘀嘀打车微
信支付，每天可享受3单优惠，通过
快的打车支付宝支付，每天可享受
2单优惠，每单最多均可优惠10元，
如果打车费用不足10元，只需支付
一分钱。

算账
的哥每天多赚百余元

通过打车软件打车，受益的不
仅是乘客，出租车司机也可以受
益。侯师傅的手机就固定在计价器
旁边，只要有市民通过嘀嘀打车或
者快的打车下单，他就能及时收到。

侯师傅告诉记者，今年1月10
日开始，嘀嘀打车开通微信支付，
出租车司机享受立奖10元，每天最
多不超过5单；如果乘客通过快的
打车预约出租车，司机用支付宝成
功收费，每单能获得15元奖励，同

样每天5单封顶。
“我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能完成

10单的软件打车任务。”9日中午，
联运出租车公司的哥张师傅告诉
记者，他当天5单嘀嘀打车的任务
已经完成，开始使用快的打车。

张师傅介绍，他每天最多能获
得125元奖励，一个月有两三千元
的额外收入。“我的份子钱每天平
均135元，相当于光靠奖励就能挣
回份子钱。”他认为，现金奖励是吸
引出租车司机使用打车软件的最
好方式，有了奖励，司机自然会优
先选择通过软件叫车的乘客。

据了解，使用嘀嘀打车，乘客
通过微信付费两个小时后，司机就
能收到车费和奖励；使用快的打
车，乘客通过支付宝付费后24个小
时之内，司机能收到车费和奖励。

妙招
分段打车能省更多钱

“其实乘客上车之后，司机推
荐他们用打车软件的也挺多。”张
师傅说，有些已经上车的乘客没有
安装打车软件，司机会劝说乘客装
上，然后再用打车软件叫车，自己
再抢单，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原则上这种情况不被允许，
但是软件公司不会知道。”张师傅
介绍，一般乘客有特殊要求的，比
如“带两辆自行车上车”等，都是乘
客已经在车上，而且已经和司机协
商好。

因为两款软件的存在，有些市
民为了省钱，会将一段较长的距离
分成好几段打车，或者在车上跟司
机商量，用不同的打车软件付费。

黄金出租公司的李师傅给记
者举例说，10公里的路程一般收费
25元左右，如果用打车软件一次打
车，优惠之后需要支付15元，而如
果分成3段打车的话，每段几乎都
不用交钱。

漏洞
司机可以空手套白狼

两款手机打车软件展开烧钱
大战，一些出租车司机看准了其中
的漏洞，通过多部手机自己给自己
发订单，在家喝着茶水打着牌也能
挣不少钱。

侯师傅告诉记者，这样的人很
少，但确实存在，一些有两个手机
号的司机，没有活儿的时候也会用
一部手机给另一部手机发订单。

侯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
己给自己发订单，嘀嘀打车每单能
赚20元，快的打车每单能挣25元，这
样每天啥都不干也能赚225元，“当
然这样做得有足够多的手机号。”

盗用信息“套牌”出租也能注册
□记者 郑希平

通过软件打车，预约到的和来拉
自己的出租车竟然不是同一个车牌
号；与出租车公司联系，发现预约的
出租车当时正在其他路段行驶，压根
没接过这个活儿——— 近日，市民小李
用“嘀嘀打车”软件打车，打出了一连
串的疑问，而种种迹象表明，小李遇
到的很可能是一辆盗用信息的套牌
出租车。

遭遇
打车“打”出一串问号

2月7日下午2点多，住在洪楼大
润发附近的小李，准备打车到幸福时
光KTV参加朋友聚会。该路段车不好
打，小李便拿出手机，用嘀嘀打车软
件进行了预约。

发出预约后，软件显示，一辆车
牌号为鲁AT88××的出租车不一会
儿就接了单。与小李联系上后，司机
很快把车开了过来，小李上车后，根
据软件提示进行了相关的确认操作。

“在路上，朋友给我送东西，我让
司机在路边停车，等了没有一分钟。”
小李说，因为停车等待，她觉得不好
意思，就用软件给了司机5元钱小费，
没想到即使这样司机还是很不客气，

“停车就收了我8 . 8元车费，还说即使
给20元小费也不愿意等。”

随后，司机再次打表起步，抵达
目的地后，小李又给了他8元钱车费。

“当时也没要发票，下车后望着
开走的出租车，不由心生疑惑。”小李
之所以疑惑，是因为这辆出租车的车
牌号是AT42××，根本不是自己预约
的那一辆：这会不会是一辆黑出租？
会不会是软件有漏洞，将自己的预约
信息“倒卖”给了这辆车？

求证
或是套牌车盗用信息

记者查询获悉，小李预约的车牌
号为鲁AT88××的出租车，属于济南
市大地出租车公司。

“我们通过GPS调取了该车的行
车轨迹。”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经核实，小李打车的这段时间，
该车正在其他路段行驶，司机也没有
使用嘀嘀打车软件与小李交流。

根据小李提供的车牌号，记者再
次查询获悉，车牌号为鲁AT42××的
出租车，属于济南恒通出租车公司。

2月 7日驾驶该车的孙师傅告
诉记者，他确实下载过嘀嘀打车软
件，但因为手续不全，加上年前比
较忙，所以从来没有开通过，更没
有使用过，2月7日那天也没有拉过
小李。

获知这些情况后，小李更加确认

自己用打车软件约来的是一辆黑出
租。小李分析称，应该是这辆黑出租
套用了鲁AT42××的车牌，又盗用了
鲁AT88××的车辆信息和司机个人
信息，用这些信息注册了嘀嘀打车软
件。

“前段时间发生过出租车司机信
息被盗的事情，被盗的信息被人用于
注册打车软件。”采访中，一名出租车
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讲述
打车软件惹投诉频频

据出租车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在济南，嘀嘀打车软件还在试运
行阶段，而且不是出租车公司认可的
软件，只是因为有返还等活动，所以
很多司机安装了这个软件。

“行业内还没有文件对打车软件
进行规定和规范，最近两天接到的与
打车软件有关的投诉比较多。”该工
作人员表示，投诉的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是出租车司机不太会使用软件，
与乘客交流过程中发生了误会，有的
与碰头地点、小费多少有关，还有的
是乘客预约之后看到空出租就伸手
拦车走了，放了预约出租车的“鸽
子”。

记者随后联系了济南市交通运
输局，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嘀嘀打车软件不是相关公司与政府
合作研发的，对于乘客通过该软件招
来黑出租的事儿，他们“不是很了
解”。

调查
“套牌注册”并不太难

出租车司机注册这款软件，需要
提供什么信息呢？正规出租车司机的
信息又怎么会泄露呢？

据出租车司机们介绍，目前已经
有很多司机下载了打车软件，下载嘀
嘀打车软件司机客户端后，仅需填写
简单信息即可完成注册，而这些信息
是可以比较容易获得的。

记者随即用手机下载了“嘀嘀打
车”的司机客户端，打开客户端，点击
注册按钮后，手机上出现了填写基本
信息的页面，包括姓名、手机号、密码
设置、车牌号、准驾证号码和所属出
租车公司。这些信息，因为出租车内
有监督卡和车身照片，上面有司机的
准驾证号和车牌号，而且摆在显眼的
位置，想要盗用的话并不难。

“信息很容易获取，所以黑出租
可以注册打车软件。”一名出租车司
机告诉记者，自己的信息被别人用于
注册打车软件，也算“被套牌”。

“如果正规出租车司机将个人信
息卖给黑出租，然后进行注册，那样
就难辨真假了。”该司机说。

□记者 王健

打车优惠会一直持续下去
吗？显然不会。不过，记者9日咨询
多位出租车司机，他们均表示，虽
然之前有过“近日优惠将取消”的
传闻，但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快的打车济南分公司工作人
员王女士表示，他们还没有接到
总部有关优惠截止日期的消息。

据王女士介绍，快的打车仍
在推广阶段，济南目前共有近
7000名出租车司机安装了快的打
车软件。

“其实两款打车软件背后是
两个财团的博弈。”一名业内人士
介绍，嘀嘀打车之前获得了1亿美
元投资，领投的中信产业基金投
资6000万美元，腾讯则跟投了
3000万美元；快的打车的投资人
阿里巴巴也表示，将同其他投资
人一起，再投入近亿美元资金和
其他资源，支持其继续发展。

该业内人士表示，优惠何时
结束，关键还是看两家公司在竞
争中形成了怎样的格局。

□记者 王健

的哥李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像济南这样的城市，如果1万
名出租车司机每天分别获得5单
嘀嘀打车和5单快的打车业务，两
家公司每天将分别支付100万元
和125万元，用于“兑现”优惠和奖
励。这对很多人来说有点不可想
象——— 他们究竟意欲何为？

业内人士介绍，两个打车软
件的烧钱大战，实际上是马云和
马化腾之争，“不管是嘀嘀打车还
是快的打车，都需要手机绑定银
行卡，这是腾讯和阿里在抢夺移
动支付用户。”

“两个大佬可以在各个方面
捞钱，比如酒店、金融等。”业内人
士称，一旦人们习惯了使用移动
支付，腾讯和阿里就可以收取佣
金，即使是出租车行业也一样，

“哪怕一单收取1%佣金，前景也
是巨大的。”

春春节节前前，，““嘀嘀嘀嘀打打车车””、、
““快快的的打打车车””两两大大手手机机打打车车软软
件件推推出出的的优优惠惠政政策策，，让让市市民民
真真正正尝尝到到了了甜甜头头；；春春节节过过后后，，
打打车车软软件件的的烧烧钱钱游游戏戏仍仍没没有有

““马马上上停停止止””的的意意思思。。
不不过过，，随随着着用用户户的的增增多多，，

打打车车软软件件的的漏漏洞洞也也逐逐渐渐暴暴露露
出出来来。。利利用用漏漏洞洞，，有有的的出出租租车车
司司机机足足不不出出户户就就可可以以日日赚赚
222255元元，，甚甚至至连连““黑黑出出租租””也也加加
入入了了““抢抢钱钱大大战战””。。

有空子就钻

“二马”相争为哪般

“烧钱”大战何时休

自己下单 的哥在家“捡漏”挣钱

有银子就赚

快快快，
“二马”给亲们
送钱来啦！

嘀嘀嘀，
“抢钱”游戏过
期不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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