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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平台高调推出顺风车业务，时过半月用户吐槽：

顺风车使用不太“顺”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卢云龙

在滴滴顺风车因安全问题下架

之后， 今年 2 月 22 日， 因共享单

车业务而知名的互联网出行平台

“哈

啰

出行” 高调宣布上线顺风车

业务， 表示哈

啰

顺风车将在全国

300 多个城市上线运营。 如今半个

多月过去， 哈

啰

顺风车运行如何？

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顺风车的乘客

和司机， 有不少人士表示， 目前顺

风车使用起来还不太“顺”。 据了

解， 由于顺风车的司机量和乘客量

均不足， 因而在用车过程中引发一

系列问题。 相关专家表示， 顺风车

的市场需求是确实存在的， 但经历

去年两起恶性事件之后， 乘客和司

机对顺风车的使用都变得“慎之又

慎” 起来， 所以还需要平台方耐心

加强市场培育。

记者两次叫车均告失败

从 2 月 22 日开始， 哈

啰

顺风

车上线已经超过半个月， 从最新用

户反映的使用情况看， 目前平台仍

有改善空间。 信息时报记者发现，

多名网友在顺风车讨论群组以及

APP 下载留言区称， 使用顺风车平

台时有过使用不流畅的体验， 比如

订单被自动取消、 长时间无司机接

单、 司机要从较远地方来接等等。

上周下雨天时间段， 记者尝试

从广州荔湾区真光中学通过哈

啰

出

行 App 叫顺风车去佛山， 但多次叫

车仍然失败。 对此哈

啰

出行的解释

是目前“南方下雨天延续， 打车难

很明显”， 不只是哈

啰

出行的问题。

然而昨日并未下雨， 记者尝试从清

远市人民医院叫顺风车到清远高铁

站， 等候两小时之后显示叫车失

败。 一名有多年开网约车经验的司

机告诉记者， 哈

啰

网约车正式在全

国上线的时间仅半个月， 很多二三

线城市车主甚至还不知道该顺风车

业务的存在， “半个月的上线时间

并不长， 有些车主即使知道哈

啰

出

行有顺风车业务， 也可能因为对其

业务不熟悉而处于观望状态， 所以

很多城市可用的哈

啰

顺风车并不

多。”

针对用户提出的问题， 哈

啰

出

行早前发出官方回应， 表示目前

哈

啰

顺风车仍处于起步阶段， 新

业务会有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

有业内分析认为， 哈

啰

出行的这

一说法算是间接承认自身在运力

上的不足， 以及技术端还有更多

的提升空间。

嘀嗒出行限制多引司机吐槽

运营顺风车业务有一定经验的

嘀嗒出行， 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记者统计了最近两个月 10 次使用

嘀嗒出行 App 呼叫网约拼车的情

况， 尽管拼车成功率较高， 但其

中有 6 次完成拼车之后， 司机提

出要求记者取消订单改支付现金。

有司机向记者表示， 提出取消订

单改现金交易是因为嘀嗒平台有

用车限制， 一天完成 4 单后就不

能再接单， 所以用这种“取巧 ”

的方式谋求接到更多订单。 也有

司机称， 嘀嗒平台规定每周只有

一天可以申请车费到账， “每次

提现还有金额限制， 这样对司机

也不方便， 所以很多司机在接单

之后询问乘客能不能取消订单，

改私底下现金交易。”

另据网友“像是浮云” 在网上

“吐槽” 称， 目前运营中的顺风车

平台都有匹配程度的问题， 例如只

有 50%的顺路程度， “如果我按照

平台推荐给我的路线去接单， 不但

时间浪费了， 车主还要额外付出油

费。” 记者采访时， 乘客抱怨可选

顺风车不多， 而司机则吐槽乘客数

量不多。

车少致司乘双方体验差

目前， 市场上积极运营顺风车

业务的平台是嘀嗒和哈

啰

， 但两

大平台目前的市场规模都有所不

足。 据哈

啰

出行提供的数据， 截

至目前， 哈

啰

顺风车车主注册量

已突破 200 万， 累计发布订单量超

700 万。 嘀嗒顺风车则是为数不多

一直坚持经营顺风车业务的平台，

其一位负责人向记者提供的嘀嗒

大数据显示， 在今年 1.21-2.19 为

期 30 天的春运过程中， 跨城顺风

车订单平均距离为 283 公里， 跨城

顺风车订单平均金额为 203 元。

记者查阅滴滴出行早前发布的

数据显示， 滴滴顺风车车主数量

将近千万， 每天滴滴平台承接完

成的顺风车订单就超过 200 万单。

2018 年春运期间 ( 2018

年

2

月

1

日

-3

月

12

日

)， 共计 3067 万人次

乘坐滴滴跨城顺风车回家和返程。

数据对比可见， 滴滴平台 2018 年

的顺风车规模远远超过今年嘀嗒

和哈

啰

平台规模。 有受访乘客向

记者表示， 经常出现下单顺风车

后长时间等待仍无人接单的情况，

导致订单取消； 也有司机称， 由于

顺风车乘客数量少， 所以做顺风

车业务的意愿不高。 可见， 顺风

车目前市场规模不大的问题， 同

时影响了司机和乘客双方的用户

体验。

风云资本负责人侯继勇早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滴滴众多的

快车业务司机在开始和完成一天

的快车工作时可以顺路接单， 所

以滴滴顺风车业务与平台其他业

务存在天然衔接。 因为滴滴目前

仍在对顺风车业务进行整改， 重

启顺风车业务尚未有时间表， 侯

继勇认为滴滴此举是出于对顺风

车安全的谨慎考虑， “如果没有找

到革新性的安全保障措施， 滴滴

不会轻易重启顺风车业务。”

早前， 嘀嗒出行公开表示会拿

出 3000 万的补贴， 用于刺激顺风

车业务发展。 记者翻查资料显示，

滴滴在推广顺风车业务初期， 其

对司机乘客双方的补贴都是以亿

元为单位的。 互联网分析师于斌

认为， 无论是哈

啰

还是嘀嗒， 在运

力资源调配和整体订单需求上来

说， 暂时都达不到滴滴曾经的规

模， 目前应该着力增加运营顺风

车经营， 累积出行数据和提高匹

配算法的能力。

顺风车发展 安全是关键

根据滴滴出行此前发布的数据， 顺风车上

线

3

年以来，出行次数达到

10

亿次以上，顺风车

业务在

2017

年为滴滴带来

8

亿元利润，或许这也

正是顺风车市场吸引网约车平台关注的原因。

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陈礼腾看

来，去年顺风车两起恶性事件发生之后，滴滴、

嘀嗒、高德等均暂停或修改了顺风车业务的规

则，顺风车进入发展缓慢期 ，这时

候进入 ， 有助于哈啰顺风车的发

展

,

“滴滴顺风车业务暂停，令该市

场出现空缺，这也成为哈啰进入的

较好时机。 但滴滴用户规模远远高

于其他平台，所以哈啰进入该市场

阻力也不会小。 ”

在记者的采访中， 不少市民都表示希望顺

风车越来越多，以方便市民出行，同时减轻出行

负担。 不过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看

来， 顺风车业务要扩张， 解决出行安全才是第

一位的。 “顺风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管理比

较滞后， 按传统的事物来管理肯定不合适。 具

体到责任边界， 司机、 乘客、 政府、 平台等等

各方的责任需要理清楚， 行业治理才能更加完

善。 对于新生事物， 根据新特点制定相关的法

律法规，我认为是比较现实的。”彭澎认为，如果

可以解决安全出行问题， 顺风车仍会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