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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新能源出租车运价即将调整
运价和长距离回空费下调

济南西站到机场
单程能省40元

缩短学制？
谣言！

10月14日，教育
部官网披露《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设立教育
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实验区的通知》，决定
在上海市、广东省深
圳市、四川省成都市
等12地，设立教育部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
验区。

今年以来，基础
教育改革颇受关注。
不承想，几天后“缩短
学制”的传言颇有遍
地乱走之势。

10月17日，网络
传言称，教育部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将实行缩短学制方
案，实施九年义务教
育，小学4年、初中3
年、高中2年。

这一流传的“教
改新主张”，一共列有
9条内容，显得煞有其
事，比如取消小升初，
高中前完成基础教
育；中考分特色考试，
依据特色分别进入普
高、特高或职高；1/3
以上大学改为工科或
高级蓝领大学，专业
培 养 高 级 技 术 工
人……

这一“力度、强度
前所未有”的改革，很
快就被打了脸。不仅教育部新
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微言教
育”公开辟谣，各实验区也纷
纷提醒大家不要轻易采信非
官方渠道的信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指出，所谓教育部新任
部长的“教改新主张”，是假借
教育部部长名义发布的毫无
逻辑的所谓大尺度改革措施，
完全不靠谱，而且这些改革主
张自身就是矛盾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兼学部学术委员会主席
檀传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
制问题很严肃，若改学制，须
先有严肃的研究做基础。

“缩短学制”被辟谣，也不
是第一次。今年4月，教育部基
础教育司曾在回应学制变化
时表示消息不属实，教育部无
相关政策出台。那则有关学制
的传言显示，从2021年秋季学
期开始，小学学制将正式缩短
为5年，初中变为4年。

学制调整须合规律

缩短学制是件严肃的事，
势必考虑教育规律。

我国学制从诞生至今已
有100多年，并非一成不变，但

“6+3+3学制”始终是主流。
在2016年教育部关于政

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第0203号提案答复的函
中，教育部表示，我国目前的
中小学学制是经过多次变革、
长期实践验证、科学研究和国
际比较等逐步形成的，并由国
家法律和政策加以确定，与当
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基
本适应。

从有关研究看，世界上主
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基础教育学制，也基本为12年
左右。比如美国、日本、法国、
印度为12年制，德国、英国为

13年制，俄罗斯为11
年制。

2020年，政协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第2180号提案
中建议缩短基础教育
年限，扩大义务教育
范围，教育部作出了
答复，指出还不具备
缩短学制和将普通高
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
件。

而从1986年义务
教育法颁布实施，到
2011年实现全面普
及，距今不到10年，巩
固普及水平、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任务仍
然艰巨。

更何况，制定中
小学学制最应强调的
首要因素，是是否符
合少年儿童心理、生
理发展规律和有利于
学生全面发展。学制
变动，必然引起中小
学校布局调整、校舍
建设、教师队伍结构
调整等系统变动，对
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
带来较大冲击。

檀传宝认为，若
改学制，须先有严肃
的研究做基础。缩短
学制，不如增加学制
的弹性。

教育改革
意在提质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了一系列针对基础教育
的改革指导意见，比如《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等，公众对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充满期待。

针对本次教育部设立基
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教育
部官网10月18日发文表示，主
要目的是促进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安全优质发展，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普通高中多样
化有特色发展，全面提高基础
教育质量。

此次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实验区，涵盖了省级市、计划
单列市、副省级市、地级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县级市
等，代表性广泛。教育部将深
入实验区进行调研，指导推动
实验区围绕高质量发展，深化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凝练实验
成果。

“十三五”以来，人民群众
“有学上”问题已基本解决。面
向“十四五”，人民群众“上好
学”的愿望日益强烈。提高教
育质量，面向未来。

特别是中央部署“双减”
之后，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
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已成
为基础教育面临的最紧迫最
核心的重要任务。

那么，相比“缩短学制”的
提议，目前基础教育改革最需
要改变的是什么？

檀传宝认为，目前基础教
育主要应做两件事：一是提高
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二是提高
校外教育治理水平。也就是
说，“双减”的同时要“双增”。

熊丙奇认为，要解决当前
基础教育的问题，必须改革教
育评价体系，清理将教育、学校
等级化的教育管理与人才评价
政策。 据《中国新闻周刊》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泊升 夏侯凤超 刘雅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持续追
踪的新能源出租车价格高问题有
结果了！10月10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关注了济南新能源出租车价
格高问题。18日，记者从济南市发
展和改革委获悉，这一问题已经有
了解决方案，济南新能源出租车调
价方案正在征民意，其中车公里运
价和中长距离回空费均有调整。

此次的调价方案按照“适当
降低短距离里程运价、较大幅度
降低长距离里程运价”的调价思
路进行调整。具体来看，新能源出
租车起租价三公里12元不予调整，
车公里运价和回空费有调整。其
中，车公里运价由2 .2元/公里下调
为2元/公里。

中长距离的回空费此次也有
所降低。调整后的收费方案为运

程6至35公里的部分加收50%车
公里运价；35公里至60公里部分
加收75%；60公里以上部分加收
100%或由双方协商约定费用。

而现行的回空费标准为6公
里（不含6公里）至20公里（含20公
里）部分加收50%车公里运价；20
公里（不含20公里）至35公里（含
35公里）部分加收100%车公里运
价；35公里（不含35公里）以上部
分加收125%车公里运价。总体来
看，20公里以上的回空费有所下
降，其中20-35公里之间的回空
费由现行的100%下调为50%。

记者按照新旧方案标准进行
推算，平峰运营6公里路程，原有
收费标准下出租车计费为18.6元；
新收费标准下计费为18元。20公里
距离内，原有收费标准计费为64.8
元左右，新收费标准计费为60元左
右，相比下降6 .4元，20公里内差异
的原因在于车公里运价的降低。

中长距离价格过高，也是市
民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经测算，
收费标准调整后，新能源出租车
35公里以上的长距离运价降幅将
超过20%。以西客站至机场为例，
单程约45公里，现行运价约180
元，调整后运价约140元。同时为
兼顾保障驾驶员合理收入，维护
行业稳定，调价方案对短距离运
价的调整幅度相对较小。

目前，济南新能源出租车调
价方案正在对社会征求意见，公
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
意见建议：

1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
发 送 至 ：s w j j n b d c @
jn.shandong.cn；

2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
至 ：济 南 市 历 下 区 龙 奥 大 厦
C1326室（邮编：250099）；

3 .通过电话0531-66608531
反馈意见。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于泊升 夏侯凤超 刘雅菲

新能源出租车
已超五成

近年来，随着国产新能源汽
车技术日益成熟，新能源汽车价
格进入下降通道，济南新能源出租
车占有率大幅提高。截至目前，济
南市新能源出租车共有4587辆，其
中纯电动2547辆、插电混合2040
辆，占巡游出租车总量的5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2018年底济南开始推广新
能源出租车，当时国内新能源汽
车品牌少、价格高，出租车企业选
购的部分品牌插电混动新能源出
租车购车价格高达23万左右，同
时因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政
策规定，济南未能对新能源出租
车进行购置补贴，增加的成本需
通过运价消化，因此济南新能源
出租车运价偏高（特别是长距离
较为明显）。

近年来，新能源出租车型逐
步过渡为价格更具优势的国产品
牌纯电动汽车，车辆购置成本随
之逐步降低。加之，随着济南充电
设施的逐步完善，充电效率增加，
济南新能源出租车整体运营成本

降低态势明显。因此，本次新能源
出租车价格调整也有了基础。

调整后运价更加契合
城市发展水平

本次济南新能源出租车的调
价方案也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运
价水平。

今年2月9日，昆明市发布关
于《昆明市主城五区巡游出租汽
车运价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
新能源出租车起步价将根据车型
不同调整为10—14元不等。在回
空费上，10公里至25公里区间内，
相应单价加收50%；25公里之上，
加收75%。值得注意的是，昆明方
案将基价公里从3公里调整为2公
里。与昆明相比，经过调整后的济
南新能源出租车价格将略低。

今年10月10日，青岛将巡游

出租汽车车公里租价上调0 . 10
元，普通型、礼宾型巡游出租汽车
的车公里租价分别调整为2 . 10
元、2 . 60元。在回空费上，普通
型、礼宾型巡游出租车单程载客
10公里之内不收取回空费，10公
里至35公里部分，每公里按车公
里租价的50%加收回空费，35公
里以上，每公里按车公里租价的
100%加收回空费。经过调整后的
济南新能源出租车价格与青岛相
比，短距离略低，长距离相当。

截至目前，北京市出租车收
费标准为3公里起步以内13元，车
公里运价2 . 3元/公里，燃油附加
费1元每次，单程载客行驶超过15
公里部分，基本单价加收50%的
回空费。同样作为一线城市的广
州，起步价3公里内与济南相同，
均为12元，车公里运价2 . 6元，比
济南发布的新方案多出0 . 6元。
返空费实行阶梯附加，15至25公
里按照续租价加收20%车公里运
价，在25公里以上开始加收50%
车公里运价，北京市与上海市均
为新能源汽车政府补贴额度较高
的城市。

整体来看，调整后的济南市
新能源出租车运价水平位于国内
大中城市新能源出租车运价的中
等水平，更加契合济南市市民收
入水平和城市发展水平。

新能源出租车价格调整参考国内同类城市

调整后运价处于国内中等水平
早在今年44月，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就开始持续关
注济南新能源出租车价格高
的问题，济南市今年也组织
了三次座谈会，邀请出租车
司机、行业协会等研究新的
新能源出租车定价方案。目
前，新的收费标准即将落地，
市民打车也会比以前省钱。

缩短学制的传言，最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引发外界关
注。

近日，教育部官网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设立教育部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通知》，决定在12地设立基础教育改革实
验区。不想，却迅速演变成社交网络“缩短学制”的传言。

目前，多地教育部门针对“缩短学制”的说法，已经辟谣。

新新能能源源出出租租车车已已占占济济南南出出租租车车总总量量的的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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