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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禁令“然并卵”

法国多座城市的数千名
出租司机２５日上街抗议优步
抢生意，除了示威罢工、阻断
交通，还焚烧轮胎、砸毁汽车
泄愤。

法国出租司机的愤怒，主
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优步最
便宜的打车服务“UberPop”严
重分流客源，危及正规的哥生
计，也让乘客面临安全风险；
第二，法国政府早已认定优步
非法营运、不正当竞争，优步
却违反禁令，公然继续扩张。

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
泽纳夫２５日对优步再下“封杀
令”，勒令关闭“UberPop”服务，
称监管机构一旦发现优步签约
司机载客，将查封车辆。但优步
法国首席执行官蒂博·桑法尔
表示，一道禁令改变不了什么，

“UberPop”可以继续营运。
这种“好战”性格，似乎是

优步一贯的风格。早在５年前，
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把
其在美国旧金山的办公室命
名为“作战室”时，就已经暗示
了优步全球作战、咄咄逼人的
强势进取型公司文化。

卡兰尼克的雄心体现在
言行当中。他曾誓言让优步占
领全球每一座城市。“我们希
望传递的要点是，使用优步打
车，比自己拥有车更划算。”

“秩序打破者”

卡兰尼克创立优步的目
标之一是打破现有商业运输
系统垄断，整合闲置资源，重
塑行业秩序。

优步以豪华叫车服务起
步，获得用户好评后，逐渐涉
足传统出租车业务。短短几年
间，公司业务呈爆炸式发展，
２０１４年估值突破１８０亿美元。

优步在商业模式上颠覆
了打车行业。在智能手机上下

载优步软件，输入信用卡信息
后，用户一键下单就能叫来一
辆优步汽车。签约司机利用
ＧＰＳ导航系统锁定用户方位，
车费直接从用户账户扣除。

优步便捷高效的服务和
准确的市场定位契合了ＩＴ技
术融入移动时代的潮流，满足
了用户需求，因而迅速打开市
场。然而，作为秩序打破者，优
步在狂飙式的全球扩张中不
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

官司挡不住变革

五年来，优步逐步在美国
本土和海外市场站稳脚跟的
同时，也陷入一场又一场的官
司和风波之中。

在优步“老家”旧金山，当
地出租车协会把优步视为“强
盗资本家”。协会会长巴里·科
伦戈尔说，优步从一开始就没
取得营运执照，“不遵守任何
规则，进行不正当竞争，靠这

种方式扩大规模，反正他们有
足够的钱漠视规则”。

在西班牙，马德里一家商
业法院的法官去年１２月裁定，
优步签约司机没有营运执照，
不能载客。优步一度暂停西班
牙业务，随后恢复。

在荷兰，一家法院裁定，鉴
于优步签约司机不具备客运服
务资质，优步属于非法营运，必
须关闭“UberPop”打车服务。

在印度，一名女乘客去年
１２月遭优步签约司机强奸后，
新德里市政府随即叫停优步
等网络打车软件，吊销优步的
营业执照，警方则以欺诈罪名
起诉优步。

处在舆论风口的优步如
何危机公关，频遭海外封杀的
现状下又将采取怎样的长期
战略，值得关注。不过，卡兰尼
克似乎颇为认同优步的“颠覆
者”形象，认为承受批评是走
向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
价。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雅典６月２７日专电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２７日凌晨发表
电视讲话说，希腊政府提议７月５日
就拟与国际债权人签署的协议举
行全民公决。希腊议会将于２７日晚
些时候就这一提议进行表决。

在发表电视讲话前，齐普拉斯召
集了内阁会议，讨论希腊政府在债务
谈判中的立场。齐普拉斯在随后发表
的电视讲话中说：“我们将用民主来对
最后通牒作出反应。”他说，内阁成员
一致同意将协议付诸公决。

齐普拉斯说，他已将举行全民
公决的计划通知了德国总理默克
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欧洲中央银
行行长德拉吉等欧盟领导人，并要
求把６月３０日到期的现有救助协议
再延长数天。

欧元区财长拟于２７日再次在
布鲁塞尔开会，争取达成一项“改
革换资金”的协议草案，避免希腊
未来几周内出现债务违约甚至退
出欧元区的情况。

本月２２日，希腊提交了最新改革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调整税率、延长退
休年龄等。但在随后的谈判中，希腊和
国际债权人仍然未能弥合分歧。

债务问题咋办

希腊拟全民公决

据新华社专电 突尼斯著名
旅游城市苏塞一家酒店２６日遭遇
恐怖袭击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２７日宣布制造了这起事件。

突尼斯总统贝吉·卡伊德·埃
塞卜西呼吁，世界各国应协同合
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根据突尼
斯内政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这
起恐袭已造成３７人死亡、３６人受
伤，死者多数为英国人。

突尼斯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两
名恐怖分子２６日对位于苏塞的皇
家迈尔哈巴酒店发动袭击，在海滩
向人群开枪。突尼斯内政部发表声
明说，死者包括英、德、爱尔兰和比
利时等６国公民。

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说，这起
事件中没有中国人伤亡。

事发后大约两小时，突尼斯警方
宣布打死一名恐怖分子。突尼斯官方
说，遭击毙的枪手身份已确认，名为赛
义夫丁·雅各比，现年２３岁，在凯鲁万
省一所院校读飞机制造专业。

突尼斯恐袭

死者多为英国人

让让国国父父““滚滚出出美美钞钞””，，美美国国精精英英们们在在想想啥啥

的的哥哥怒怒了了，，优优步步难难了了
巴黎出租车司机抗议打车软件示威升级

这两天，美国人民正在为
一桩“钱的事儿”——— 要不要
把自己的国父之一汉密尔顿
的肖像从美钞上撤下——— 吵
得不可开交。这看似一场很

“龟毛”的无聊争论，但从中你
隐约能看出美国的高层精英
们在动一个不小的心思。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
近日宣布，将在新版１０元美钞
中用一名女性头像替换美国
首任财长、开国元勋之一亚历
山大·汉密尔顿的头像。消息
一出，批评之声四起。下至民
间、上至央行前行长反对让功
勋卓著的汉密尔顿从美元中
消失或变成“配角”。

在钞票上印本国的牛人
是各国的通例，不过，牛人总
是越来越多，而钞票面额一共
就那么几个，天长日久，总要
有牛人让贤。比如近些年来，

女权主义很兴盛，不少国家都
忙着在钞票上换一两个妹子
赶时髦，我们的东邻日本就在
5000元钞票上印上了女文青樋
口一叶小姐，被替下的是新渡
户稻造，其用英文写作的《武
士道》曾经被认为是阐述日本
文化的经典，而今被替下，就
被认为这是“武士道”在日本
衰微的表现。

在这方面，美国是个非常
保守的国家，现版美元发行一
百多年来几乎就没换过。不
过，女性地位提高毕竟是大势
所趋，在这一背景下，目前美
钞上那些“国父们”必然有一
个要让位，但换谁呢？刚刚退
休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就坚持主张要替换20元美钞
上的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
逊，还刻薄地评价此人是“糟
糕的总统”，而伯南克对于汉
密尔顿的评价却非常高。这些
观点都跟雅各布·卢那帮人刚
好相反。

问题来了，这帮精英为何
对两个古人的评价如此不同
呢？原因是，汉密尔顿和安德
鲁·杰克逊刚好代表了美国迥

异的两种经济主张。作为美国
首任财长，汉密尔顿一生最大
的功绩就是为美国建立了第
一套中央银行制度，用抓住钱
袋子的方式将原本松散的美
利坚诸州联系为一个整体。但
这套主张在美国一直不乏反
对的声音。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安德鲁·杰克逊，此公在
任期间解散了美国中央银行，
并将其视为自己任内最大的
功绩——— 杰克逊总结总统生
涯的名言就是“我干掉了它

（美国中央银行）”。所以说，这
两位爷的观点完全相反，能一
起在美国人的钱包里互相忍
这么久，也真不容易。

这么一解释，美国精英们
的这场争论就不难读懂了，这

场争论关乎联邦政府是否会
在未来重新放松财权。作为汉
密尔顿的忠实拥趸，伯南克在
任期内频繁动用量化宽松等
金融手段调控美国经济。不
过，这一直被不少人质疑为引
发金融危机的罪魁，反对者主
张政府放松自罗斯福时代以
来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强管束，
现任财长雅各布·卢正是这种
主张的支持者。

美钞上该印谁，争得其实
不是一个人，而是美国未来的
经济政策。可以想见，如果汉
密尔顿真的被从美钞上撤下，
将意味着美国经济政策可能
向着一条80多年未尝试的方
向转型，而这条道路，显然是
伯南克们不愿意看到的。

据新华社专电 美国执法人
员２６日击毙一名３周前从纽约州越
狱的罪犯，另一名越狱同伙依旧下
落未明。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说，被击毙的男子携带霰弹枪，行
踪暴露后拒捕。

执法人员在距离加拿大边界
不足２０公里的马隆镇附近森林发
现了越狱犯理查德·马特。

纽约州警局局长约瑟夫·达米
科说，马特朝一辆露营房车开枪。
警方收到消息后找到马特藏身的
林中小屋。“我们进入这间屋子，闻
到火药味，意识到有人刚在这里开
枪。”“我们开始地面搜索这一片区
域，有执法人员发现动静，”达米科
说，“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战术小
组与马特在林中相遇。双方交火，
马特被当场击毙。”

达米科没有说明马特为何向
露营房车开枪。《纽约时报》援引消
息人士的话说，马特当时试图劫持
汽车，以便继续逃亡。执法人员在
马特身上发现了２０口径的霰弹枪。

４８岁的马特和３５岁的戴维·斯
韦特本月６日从纽约州安全警戒级
别最高的克林顿监狱越狱。克林顿
监狱距离马隆镇约４０公里。

两人越狱后，多达１１００名执法
人员参与到搜捕行动中。斯韦特迄
今下落不明。

美一名越狱者

持枪逃亡被击毙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畅所昱言

美国打车软件优步（Uber）公司跟出租车司机的恩仇录２５日在法国巴黎升级，成为一场全球关注的暴力活动。
自五年前以“颠覆者”形象出道以来，优步一边在全球高速发展、大举扩张，一边又饱受来自多国监管机构、出租车

行业等方面的质疑和挑战毁誉之中、进退之间，优步何去何从？

6月26日，在法国马赛附近的马里尼昂，参加罢工的出租车司机封锁了通往机场的道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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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更换的印有汉密尔顿头像的10元美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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