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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随意调，“黑车”为何能打出租车发票？
可以提供正规出租车

发票，金额还可以随意调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
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等地暗
访发现，提供正规出租车
发票成了不少“黑车”的揽
客手段。“黑车”如何能打
出正规的出租车发票？

提供发票成揽客手段

3月18日晚10点30分
左右，记者在虹桥火车站
到达出口看到，尽管有车
站管理人员在现场维持秩
序，但仍有一些不明身份
人员公开揽客。

“小伙子，打车吗？”一
位中年女性询问记者。记
者问是否是正规出租车，
对方回答“是专车”。记者
表示需要出租车发票用来
报销，对方马上表示可以
机打正规出租车发票，“报
销肯定没问题”。

谈妥后，该女子联系
司机，将记者和另一位乘
客送上一辆安徽牌照的墨
绿色面包车。到达目的地，
记者微信转账后，司机拿
出一个长10厘米、宽5厘米
左右的机器，操作一番后，

打出一张金额为75元的出
租车发票。发票印有“上海
铭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出租车车牌号
为FM3270。

3月20日晚7点30分左
右，记者再次来到虹桥火
车站，不断有“黑车”司机
招揽生意。记者表示去浦
东国际机场，且需要出租
车发票，对方表示，车费
240元，“可以找人打一张
真发票”。

随后，这名“黑车”司
机来到一辆白色面包车
前，车内的人打出了一张
面额为297元的出租车发
票。发票印有“上海强生常
宁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出租车车牌号为
FM7722。

两张发票是真的吗？
记者登录国家税务总局上
海市税务局网站，第一张
发票的查询结果显示，这
张发票于2016年1月14日
由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
务局出售，购票方为上海
铭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第二张发票的查询结果显
示，发票于2017年11月14
日由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闵行区税务局第十四税务
所出售，购票方为上海强
生常宁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

记者拨打12366税务
服务热线，将两张发票信
息提供给接线人员。对方
表示，发票信息是真的。

打票机网上有售

“黑车”怎么能打出正
规出租车发票呢？

在转转二手平台上，
记者以“打票机”为关键词
搜索出不少商品，售价从
两三百元到六七百元不
等。一款“的士出租车手动
打票机”的历史交易量为
12台，卖家表示，机器最低
480元，出租车发票200元
一卷。

在淘宝网也可以搜索
到相关打票机。记者联系
一款售价为650元的“出租
车通用打票打印机”卖家，
对方表示，打票机是由市
面上常见的打印收银小票
的针式打印机改装而成，
终身售后，“上车时间、下
车时间、车牌号、里程、金
额、等待时间、是否收取燃

油费都可以自己编辑”。这
意味着，“黑车”司机可以
随意打印发票，想打多少
打多少。

“机器好搞，发票难
买。”一名“黑车”司机对记
者说，弄到正规出租车空
白发票很关键。

青岛出租车司机徐力
华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出
租车公司每月给司机发
放10卷出租车发票，每卷
100张。“如果用完可以再
找公司要。公司会说，这
个票就你自己用，不要给
别人。”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些
出租车司机，他们表示，有
的出租车公司发票管理较
宽松，可以随时领取，领取
之后到底用了多少也不会
去查。他们也曾听说有人
私下倒卖、出售空白出租
车发票。

公开信息显示，此前，
上海公安机关曾破获过出
租车司机倒卖发票的案
件。案件中，出租车司机孙
某多次向杜某出售出租车
发票共计1042份。

对于记者拿到的“黑
车”发票，上海强生常宁出

租汽车有限公司回复称，
根据发票信息查询发现，
该发票此前曾被盗，公司
去年1月曾向派出所报案。
上海铭泰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发票信
息是真的，但如何流出还
在调查中。

徐力华告诉记者，自
己身边也发生过类似事
件。有出租车驾驶员因吃
午饭、去洗手间离开车辆，
空白发票因此被盗，但也
存在出租车驾驶员将发票
倒卖后，谎称发票丢失或
被盗。

倒卖发票要严打

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
后将继续督促企业对每月
车辆和驾驶员发票领用情
况，定期组织与实际服务
车次进行抽查和比对，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查处。

上海市交通主管部门
早在2012年就明确了出租
汽车行业发票管理的相关
要求，要求企业对出租汽
车发票的发放、使用、结存
等进行账簿登记，严格专

人保管，防止因管理疏漏
造成发票丢失。

对于网售打票机的问
题，转转方面回复称，平台
风控团队已加强对相关物
品审核筛查，如确认平台
上卖家所售物品涉嫌违规
违禁，会立即下架和封禁。
截至记者发稿，在转转平
台搜索“打票机”已无法查
到相关物品，并显示“搜索
结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内容，
未予显示”。

倒卖发票不仅违反行
业管理条例，还面临法律
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二)，非法出售
普通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
面额累计在四十万元以上
的，应予立案追诉。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
院教授温来成认为，包括
出租车发票在内，部分行
业的发票管理存在漏洞和
薄弱环节。“税务机关和行
业主管部门应组织不定期
的检查，对于倒卖发票的
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遏制
这些行为蔓延。”

租个对象见父母。近
年来，各类租友网站、App
兴起，成为社交新渠道和
不少单身男女应对父母催
婚的“神器”。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
现，部分租友平台运营过
程中存在个人信息泄露、
暗藏色情服务、引发财物
纠纷等问题，饱受争议并
存在诸多法律风险。

一线城市租友市场火

爆

记者在百度搜索引擎
输入关键词“租友网”查询
发现，相关结果达400万
个。

记者在多个租友网站
看到，一般租友会提供所
在地、活动范围以及年龄、
身高、体重等具体信息，看
照片需发红包，然后便可缴
纳订金、报销来回车票。活
跃度最高的是一些专门从
事租男女朋友的网站，价格

从500元至2000元不等。
一名网站客服人员告

诉记者，网站会为租友双
方提供担保。以租女友为
例，客服将合同发给男方，
填好后发到QQ三方会谈
里，如果女方确认合同没
有问题，双方便提交各自
的身份资料。当客服确认
收到款项后，女方提供出
租服务。出租结束后，客服
将钱打给女方。

记者查看一些租友类
App发现，有些企业业务范
围覆盖全国，但主要集中
在一线城市。一名租友类
App运营者告诉记者，公司
90%以上的业务是出租女
朋友和男朋友，不少年轻
人以此对付父母催婚。北
上广的年轻人对于这类服
务接受程度高，市场需求
旺。

记者浏览多个租友类
App发现，将自己出租的多
数是20岁至35岁的年轻
人。租友App首页推送的多

为年轻女性，并附有图片。
一名业内人士透露，只有
部分租友类App需要视频
进行人脸认证才能注册，
因此，出租者的真实性很
难保证。

存在财物纠纷等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租友行
为行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
缘。记者调查发现，租友市
场存在个人信息泄露、色情
活动、人身伤害等风险。

记者以女性出租者身
份“娜娜”注册某租友网
站，无须身份验证，使用网
上图片作为个人照片就注
册成功，QQ号码、手机号
码、微信号、电子邮箱为必
填项，网站注明“本站不会
公开会员任何隐私”。但是
当记者用另一账号注册、
充值成为会员后，却看到
此前注册的“娜娜”全部个
人信息。随后，记者所留的

“娜娜”手机号接到数十通

骚扰电话。
租友行业还衍生出了

一套“黑话”，比如“绿色同
城900元，非同城1200元，
非绿色1500元，非同城
1800元……”所谓“绿色租
友”，指不涉及性关系，不
喝酒，可见亲友，收到亲友
红包、礼物退回。

记者联系了几名提供
租友服务的网民，有的称仅
可以牵手，不同房居住。一
位出租者添加记者好友后，
直接介绍色情服务内容。在
某租友平台上，一名显示为
女性信息的人提供伴游服
务，表示也提供色情服务。

在众多受访者中，不
少都有过被骗订金、路费
的经历。林先生介绍，一般
情况下，出租方都会要求
对方提前支付订金和路
费，甚至全部租金。“一旦
预付了这笔款，未必能等
到客串‘演员’。我就遇到
过这种人财两空的结果。”

另外，父母、亲戚给的

见面礼，如果当时不知情，
想把“馈赠”讨要回来也绝
非易事。一些网民表示，虽
说租友有雇佣服务合同，
但如果双方发生财物争
议，比如父母给予一方的
红包、礼金如何归属，可能
就要闹上法院。

更令人忧虑的是，此
类服务还可能发生人身安
全问题。2018年初，浙江衢
州市公安局衢江区分局办
理一起案件，一名19岁女
性在租友网上看到居住在
衢州的徐某以500元每天
的价格租女友，与对方商
议好见面后，却险些被其
强奸，后徐某因涉嫌强奸
未遂被刑拘。

灰色地带需理性看待

专家分析，目前，租友
市场处于灰色地带，平台、
相关部门和用户等各方的
权责不明晰，甚至租友本身
是否合法也有必要进一步

明确。一方面，商业机构批
量供应各类明码标价的“租
赁对象”是否合适；另一方
面，其中存在的色情、诈骗
等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
团团长邱宝昌表示，如果
是熟人、朋友陪着回家过
个年，然后从经济上给予
一定的补偿是可以理解
的。但如果以经营为目的，
大张旗鼓地租赁男女朋
友，完全把人作为交易主
体，应该加以限制。

山东日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冠汶认为，如果双
方按照租金大小约定“租
赁期间”性行为的有无、次
数，或者以租友名义赤裸
裸地提供色情服务，这实
际上就是卖淫嫖娼行为。

专家表示，租友平台
属于新生事物，如何定性、
如何管理亟待明晰，公安、
网络监管等部门应该依法
打击披着租友外衣的卖淫
嫖娼、诈骗等行为。

被催婚花数千租对象，租友平台陷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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