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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司机上岗要考“泉标有多重”
有考生不解：与开车有关吗？主管部门：从业者要有“推广济南”的能力
□记者 李震

生活日报4月1日讯 “小清河共
长多少米？”“千佛山有多高？”“泉城
广场的泉标多高、多重？”……考取出
租车上岗证两次未合格的李强（化
名）最近时不时抱怨起考题来。他认
为类似的考题与驾驶出租车无任何
关系，遂将情况投诉至相关部门。对
此，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服务
中心回应称，出租车司机是“流动的
名片”，不仅需要服务乘客，还应具
有“推广济南”的能力。

考生质疑“考题与开车无关”

30岁的李强欲从事出租车行
业，去年通过网络报了名，并顺利通
过了网上预审。今年2月份，他来到
济南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服务中心
考试，却被“眼花缭乱”的考题难住
了。

“一共要考两个科目，一个是公
共科目，另一个是区域科目。”李强
说，每科满分为50分，40分即达到合
格线，题目分为选择、多项、判断等。

第一次，李强通过了“公共科目”
考试，却在“区域科目”取得了33分，
因此考试不合格。上个月，李强交费
后再考，再一次通过了“公共科目”考
试，但在“区域科目”考试中以37分的
成绩再次与合格线“擦肩而过”。

说起两次考试，李强有些委屈，
“ 不 是 我 不 认 真 ，你 看 看 这 些 考
题……”李强说，“什么小清河多长，
千佛山多高，泉城广场泉标多重，这
怎么答。”

李强认为，这些考题与其驾驶出

租车无关，于是投诉到相关部门并提
出了质疑，“我问这些问题，他们自己
都答不上来，我就是不理解。”李强
说。

不复习无法准确回答

根据李强提供的账号，记者登录
济南市出租车教育系统，点击进入从
业资格证模拟考试，可供选择的科目
类别为“公共科目”“巡游区域科目”

“网约区域科目”。
根据李强的提示，记者选择“巡

游区域科目”，开始遇到的问题大多
与汽车类相关，如济南市出租车起步
价多少、水温报警灯亮的原因等等，
之后出现了类似洛庄汉墓的位置、名
句诗词的作者、齐长城的长度等问
题，其中也包括李强所说的泉城广场

的泉标高度和重量问题。
记者发现，该模拟考试是源自于

公开的题库，在系统的视频课程和在
线文档中均有相关知识，平时可自行
浏览复习。

“我们当时一共6个人去参加的，
只有1个人通过了，我也复习了，但是
题库的题太多了，平常工作，还要照
顾老人孩子，没时间复习的这么准
确。”李强说，按照规定下次考试在4
月份，但他已经心灰意冷，称“不想再
考了”。

随后，记者将这份模拟考试发送
给多位较关心济南发展的市民。然
而，在没有提前复习的情况下，几位
市民均没有通过模拟考试，平均分数
在30分左右。有市民表示，有些题目
确实有些困难，但也有市民称，只要
复习肯定可以通过。

济南一医院药库采购员获刑三年半
先后46次收受好处费29 . 2万元

□首席记者 张鹏

4月1日，记者从济南市槐荫区
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审结一起受
贿案，作为济南第五人民医院药库采
购员，被告人郑某某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46次收受药材公司业务员好处
费29万余元。最终，因犯受贿罪，郑某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张某曾是山东
某药材公司业务员，负责向济南市第
五人民医院提供注射用药品“奥美拉
唑钠”。为了让郑某某提供帮助，在
2009年7月至2014年5月期间，张某先

后46次向郑某某提供的招商银行账
户里转账、存款，共计292326元。

庭审中，被告人郑某某对公诉机
关指控其受贿的事实予以否认。

经法庭审理查明，2009年7月至
2014年5月，被告人郑某某在任济南
市第五人民医院药库采购员期间，违
反国家规定，利用其负责药品采购管
理的职责，在采购山东某药材公司业
务员张某提供的注射用药品“奥美拉
唑钠”时，先后46次收受张某甲好处
费共计292326元。

郑某某也表示，张某提出在采购
时提供帮助，并给其好处费后，他答
应了张某的请求。郑某某的多名同事

证实，郑某某曾在济南市第五人民医
院任药品采购员，负责制定药品采购
计划，医院不允许工作人员收受医药
代表的回扣。

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某某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
规定，收受回扣，归个人所有，其行为
应以受贿罪论处，公诉机关的指控成
立。依照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判决
被告人郑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
万元，赃款292326元，继续追缴，予以
没收。

一审宣判后，郑某某未提起上
诉，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

记者在模拟考试中遇到了李强所说的题目。

□记者 李震

4月1日上午，记者联系到济南市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服务中心，就李强
反映的考题问题进行了询问。

工作人员表示，出租车司机的地
方属性比较强，不仅需要提供包括本
地乘客、外地乘客的服务，还需要有

“推广济南”的能力。
“我们作为管理部门，需要站在

整个行业，以及对济南市的发展来
看。”工作人员说，出租车司机是一个
城市“流动的名片”，掌握本地的著名

景点、历史文人、特色文化等是其应
有的基本素质，“我们不想外地乘客
过来，你作为驾驶员只能答上千佛
山、趵突泉、大明湖在哪，他认为这个
与驾驶出租车无关，只能说明他做得
不够好。”

该工作人员还表示，有些题目可
能“严苛”一点，是为了作为一次考试
要有“区分度”，“如果人人都是满分
那这个考试是很失败的。再说，考试
也不是要求必须满分才能通过。”

“作为出租车行业的管理部门，
我们希望既然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就要好好干，如果单从个人营生角
度出发，确实会出现觉得题目难等
问题。”工作人员说，从整个行业角
度来看，这样的考题对未来成为出
租车司机的人群是一种素质的提
高，他们也不希望从事这个行业的
门槛太低。

工作人员还表示，所有考题都源
自公开的题库，虽然题库每年都会更
新，但只要肯用心准备一定可以通
过。

对于李强的质疑，工作人员说：
“我们会给他回复说明这个情况。”

尾号55555手机靓号
1 . 25万元起拍
□首席记者 张鹏

对于法院执行案件中
的被执行人，可供法院拍
卖的物品有很多，既有房
产、汽车，也包括手机靓号
这种“虚拟财产”，都可以
进行司法拍卖。近日历城
区人民法院就将一个尾号
为55555的手机靓号挂在
网上公示拍卖，起拍价为
12500元，公告发布后，截
至4月1日17时，已经有48
人报名，4478次围观，感兴
趣的市民可关注竞拍。

不少市民对于靓号并
不陌生，对于连号、吉祥号
等有价值的手机靓号，不
少法院都曾尝试以司法拍
卖的方式“变现”。

比如今年3月，东平县
法院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公开拍卖尾号为“77777”
的手机号码，经过45次激
烈竞价，最终以6 . 34万元
成交。前不久，日照一个尾
号为“88888”的手机号也
火了，日照市民李先生以
21万元一举拿下该靓号，
引来全国各地网友电话、
短信“问候”。作为虚拟财
产的一种，手机靓号在经
过拍卖后，可以由通信公

司进行变更用户名，因此
此类竞拍经常引起围观。

据法院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进行公示拍卖尾
号55555的手机靓号，是由
于一起纠纷诉讼案，被执
行人名下无财产可供执
行。执行法官在得知被执
行人名下的这一手机号码
后，立即对该手机号码进行
查封，并委托评估公司进行
评估，评估价值为1 . 25万
元。按照拍卖要求，此次竞
拍的手机靓号起拍价为
1 . 25万元，3月22日至4月8
日期间，有意竞买的市民缴
纳2250元保证金就能参与
此次拍卖，增价幅度为200
元，拍卖余款在4月16日缴
纳至法院指定账户，即可
顺利完成过户手续。

对于这一靓号，不少
济南市民表示关注，截至4
月1日17时，已经有48人在
阿里拍卖·司法网站报名，
4478次围观。同时，也有市
民提出疑虑，“竞拍成功以
后，如果遭遇被执行人恶
意骚扰，该怎么办？”对此，
相关人士指出，一旦出现
被执行人故意骚扰手机靓
号买主的情况，法院将依
法采取措施。

部门回应

有些题目“严苛”是为了考试有区分度

□首席记者 段婷婷

2019年3月30日12:00，
山东省选调生优选考试的
笔试环节落下帷幕。今年
是山东省开展选调生优选
计划的第3年。根据考生回
忆，今年考试与往年比有
所变化。2019年主观题部
分依然考查了两大题型，
但第一题不再是概括题或
应用文，而是启示题，偏重
于考查考生的理解能力和
分析能力，在字数与前两
年持平的情况下，分值有
所降低。

今年的主观题共有4
则给定材料，联创世华联
师公研院专家郭旭认为，
材料主题为“小我融入大
我”，延续了去年材料主题

“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的风格，依然从考生自身
建设出发，可见招考部门
对考生是否具备符合岗位
的价值观、职业观这一点
十分重视。同时，今年的主
题直接取自1月17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南开大学考察
调研时勉励师生的讲话：

“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
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
合起来，把小我融入大我，
立志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

历史贡献。”与大政方针、
时政热点更加契合。“小
我”代表了个人的人生，

“大我”代表了一种大格
局、大抱负，“融入”则是这
一代青年人对待“小我”与

“大我”该有的姿态。
客观题部分，题型上

延续2018年的考查方式，
均为单项选择题，而题量
上，明显增加，在去年90题
的基础上又一次增加10道
题，变成100题。同时，延续
了往年的传统，每道题仍
然保持0 . 5分，较为稳定。

与前两年相比，2019
年山东选调生优选客观题
部分题量继续增加，同比
增长约11%。总分值增加5
分，占总分值的比重由去
年的 4 5%增加到今年的
50%。今年加大了对综合
知识的考查，从而更加注
重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
查。

考查内容上仍然是综
合知识和行测两部分，与
去年保持一致。

郭旭介绍，根据2017
年、2018年山东选调生招
考周期安排，预计笔试成
绩将会在7-10天公布，之
后考生很快就会进入面
试、考查、体检等环节。

山东选调生优选笔试
90道客观题增至100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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