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段时间，滴滴顺风车
在部分城市进行了价格上调。尽
管滴滴官方回应称，提价是为了
实现成本合理分摊，鼓励用户共
享出行，但“滴优合体”后的多次
提价还是引发了人们对网约车
服务行业滋生垄断的担忧。

作为带着“互联网+”光环的
新生事物，网约车一出现就备受
关注。给乘客的巨大让利是一个
方面，更重要的则在于网约车对
传统出租车体制产生冲击，寄托
着打破行业垄断的期望。所以，
当网约车合法化之后，当“差异
化经营”被确定之后，当冲击传
统出租车体制的作用力减弱之
后，在这个全新且相对独立的消
费领域内部，巨头的崛起以及新
的垄断可能性，就成了值得关注
的新问题。

通常说来，在某一领域占据
垄断地位的商家，有能力通过提
价获取垄断利润，这是一种很典

型的方式，所以，当消费者亲身
体会到网约车巨头提价之时，很
容易将其与垄断联系起来。需要
说明的是，提价本身并不能作为
垄断的有力证据，因为从企业经
营的角度来看，价格受很多因素
的影响，比如人力、物力等成本
上升，都可能导致提价。而且，所
谓的价格垄断也不等同于提价，
垄断企业有时候也会利用“垄断
低价”，在产业链的上游压低原
料的价格以减少成本，在下游则
是压低商品售价，阻止后来者介
入竞争。

具体到滴滴顺风车在多个
城市的提价，判断其是否垄断还
需要更具体、更严格的分析认
定，不能简单地凭借“多次提价”
就给出定论。对此，不妨回顾一
下商务部对“滴优合体”的回应，
起初简单说明“尚未收到经营者
申报”，之后强调“未达到营业额
申报要求也可以介入调查”，而

最近的一次则是表态“将继续依
法推进本案调查工作”。三次回
应可谓层层递进，既体现出严谨
的态度，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一
点——— 能够引起商务部重视并
展开调查，滴滴的某些经营环节
体现出了垄断的特征。

这也不难理解，出租车新政
于 7 月底正式发布，在给予网约
车合法身份的同时，也确定了

“差异化经营”的原则。这就意味
着，网络约租车与传统的巡游出
租车所提供的服务是分层的，两
者之间的直接竞争关系被打破
了，无形中制造了两个细分的市
场。单看网约车这个领域，与优
步合体之后的滴滴占据明显优
势，在很多消费者眼里，“滴滴”
二字几乎等同于网约车服务。而

“车辆信息不一致补偿乘客一分
钱”等情况的发生，也加剧了人
们对店大欺客的担忧。

至此，人们对网约车的关注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政出
台之前，关注点集中在“互联网
+”能否助力打破传统出租车体
制的行政垄断，其间穿插着网约
车是否安全的讨论，而在新政

“靴子落地”之后，行业巨头是否
垄断就成了主要议题。也不只是
出租车行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
应用，不可避免地给传统行业造
成冲击或带来改变，创造新的服
务，开辟新的市场。由于培养新
的消费习惯离不开资本推动，

“巨头合体”等资本运作方式又
形成了惯例，新开辟的市场出现
垄断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于是，网约车的提价很容易
挑动消费者的敏感神经，人们难
免会担心，资本与技术结合非但
没能打破某些行业旧体制的桎
梏，反而制造了新的垄断。对于
人们的这种担忧，相关领域的政
策制定者以及行业监管者，理应
充分考虑。

警惕反垄断的网约车走向新的垄断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
不可避免地给传统行业造成
冲击或带来改变，创造新的
服务，开辟新的市场。由于培
养新的消费习惯离不开资本
推动，“巨头合体”等资本运
作方式又形成了惯例，新开
辟的市场出现垄断也就成了
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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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一块月饼究竟有多难

□杨飞越

周末到广州出差。返程前，
广州的好友急匆匆地拿来两盒
月饼，非让我带上不可。我推辞
说，已经好多年不吃月饼了。朋
友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这是
专门从香港买回来的月饼”，和
咱们大陆的月饼用料、口味完
全不同，咱们用假料太多。拿回
济南后，两盒月饼瞬间被孩子
们抢光。老人们则说，其实也没
啥特别的，就是咱们很少买到
这么正宗的。

中秋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为
什么我们连一盒月饼都做不好？
想想不足为怪，很多东西不是没
有能力做好，凡事奔着逐利的目
的去了，投机取巧成了习惯。记
得多年前跟同事到广东去探访
化妆品生产基地，家家户户一个
蒸锅，增白的、祛斑的，啥配方都

有，到了美容院就变成了法国
的、意大利的名牌货；到江苏丹
阳探访眼镜生产基地，每家每户
前边工厂后边住房，充斥着保时
捷、奔驰、宝马等各种品牌的眼
镜，没错，就是借着汽车品牌给
眼镜省了宣传费。

一如既往，我们的月饼创
新似乎正走上一条邪路和绝
路。先说各种奇葩馅料层出不
穷，放着好好的月饼不做，今天
你推小龙虾馅的，明天我做方
便面馅的、老干妈馅的、芒果配
川椒的……“鬼点子”层出不
穷。其次，越来越爱卖情怀、卖
文化、卖包装，唯独不以产品本
身为卖点。你咏诗，我怀古，走
到哪里都是营销的妙招，打开
一尝大煞风景；还有，每年总有
那么几家企业会做一块超级大
的月饼，除吸引眼球博得一个

“傻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我们在“忽悠”的路上越跑

越远。济南一家食品企业的负
责人告诉我，其实不管你是在

奢华的五星级大酒店买的，还
是在路边的蛋糕房买的，质量
或许差别不大，十有八九都是
在某家默默无名的月饼馅料企
业生产的。除五仁馅外，其他馅
料基本都需要在食品厂的生产
线上调制，比起自己制作，企业
更倾向于采购现成的馅料，以
降低成本。馅料又根据价格，分
为三六九等。在他提供的大客
户名单中，不乏一些赫赫有名
的大酒店和连锁糕点房。

正是因为品质的节节败
退，月饼正逐步退出老百姓的
中秋采购礼单。如今至亲好友
之间，中秋走动很少有拎盒月
饼的。究其原因，无非这种东西
不送也罢，送了反而浪费。如果
我们连一块好吃的月饼都不愿
做，却满口跑火车地讲述中秋
故事，还想着借用“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这么美的诗词
来实现销售，没有比这更喜感
的画面了。（作者为本报经济新
闻中心记者）

曲艺产业涉及很多无形资
产，比如原创节目的知识产权
和类似商业机密的行业诀窍，
如果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保护
的立法不够完备，仓促推动劳
动力市场现代化也可能带来相
关方权益的受损。

专栏作家包特分析称，传
统的师徒制与现代的合约制，
适应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
段，而中国的曲艺产业正处于
过度之中。尽管师徒制的弊端
不断暴露，但很难“一刀切”地取
缔。就算是有外力的推动，两种

“用人”制度的更迭，也需要一个
自然的过程。

如果把修建大同城墙的
钱，节省下来用在交通、环保、教
育以及保障房的建设上，是不
是会更让市民觉得提气呢？

太原县城墙复建一事，让

媒体人李勇想到了大同府城墙
复建的旧事，彼时站在“古墙”之
上，许多当初抵制复建的大同
市民“黑转粉”了。然而，城墙可
以不上，平常日子却不能不过，
为了一时的“提气”就忽略了更
重要的东西，是糟蹋钱而已。

教育部直属高校每年都会
召开一次工作咨询委员会的全
体会议，国务院主管领导以及
教育部官员都会参加，对于高
校交流以及开展今后工作部署
等，会有很大不同。

这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院长刘海峰教授谈到的一件小
事，却生动地说明了教育部直
属高校的特殊价值。在他看来，
高等教育也应该保持相对均
衡，有的省份有 20 多所教育部
直属高校，而有的人口近 1 亿的
省份却一所都没有，就不公平。

“空巢青年”是个伪命题

□夏熊飞

从下月 1 日起，北京市将
有 69 家大医院的检查结果可与
天津、河北的多家医院互认。这
意味着在不同医院就诊时不用
再做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不仅
可以降低就医成本，而且也将
更加简化方便。（9 月 6 日《北京
晨报》）

在“以药养医”被重点整治
之后，“以检养医”成为医疗领
域新的突出问题。看病就诊，一
些必要的医疗检查不可或缺，
但短时期内在不同医院看同一
种病，却因为医疗检查结果的
不互认，而导致出现重复检查，
不仅会加重患者的负担，也是
对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

此次京津冀地区试点医检
结果互认，可谓将矛头直指因
医检结果不互认而导致的重复

检查乱象。在看病难、看病贵的
当下，此举可谓正当其时。如果
政策能够不打折扣地落实下
去，少些医院下有对策的“软抵
制”，势必能显著降低该地区民
众的就医成本。

在点赞京津冀地区的这一
惠民善政的同时，我们也应看
到，看病难、看病贵并非京津冀
所独有，医检结果不互认导致
重复检查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
区也普遍存在。因而，推行医检
结果互认，不能只让京津冀地
区唱独角戏，而应该全国一盘
棋，尽早在全国推广落实。

或许有人会说，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京津冀这不是还在
试点嘛，等试点一段时间后再
推广也不迟。殊不知，原卫生部
早在 2010 年 6 月就发出了通
知，要求各地加强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建设，推进同级医疗机
构检查结果互认工作，各省

（区、市）同级医疗机构之间要
于 2010 年底实现医学影像资料

互认和常规临床检验项目结果
互认。6 年过去了，早应该实现
的医检结果互认，不但至今遥
遥无期，就连京津冀地区的试
点尚且还要等到下月，可见相
关的职能部门的确存在渎职之
嫌，也确实应该反思在落实政
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了。

6 年前的通知，没有得到落
实，让众多患者不知花费了多
少冤枉钱。如今重启医检结果
互认试点，绝不可重蹈覆辙。在
全面做好试点工作，确保政策
不走样的同时，也应该从顶层
设计着手，制定统一的推进医
检结果互认的政策甚至法规，
不能只让京津冀唱独角戏，其
他地区也应当迎头赶上。全面
推广医检结果互认，不仅要制
定时间表、绘就路线图，更要
让相关的政策法规硬起来，具
备强制性，而不是可有可无的

“纸上谈兵”。

医检结果互认，不能京津冀唱独角戏

最近，“空巢青年”的话题在
网上引起热议。相对于“空巢老
人”，所谓的“空巢青年”大多指
离开家乡和父母、在大城市租房
独居的单身年轻人。生活在理想
与现实的落差当中，他们不是没
想过逃离“北上广”，回到老家过
优渥闲适的生活，但对充满无限
可能的未来的憧憬和大展拳脚
的志向让他们甘心扎根于城市。

然而，将“空巢青年”的标签
直接贴在广大奋斗在城市中的
青年身上并不妥当。事实上，每
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其奋斗群
像，“空巢”更是几代人的人生中
必然经历的阶段，因为真正建立
起自己的家庭前，任何人都要经
历这样的“中空”状态，在历练中
积累生存技能、锻炼自理能力。
在有关“空巢青年”的讨论中，一
位网友这样写道：“啊？还有这种
称呼，我一直将自己看做在大城
市的战斗者。”

受益于现代发达的科技，
“空巢青年”们其实并不“空巢”。
网络使离家在外的他们能随时
随地和父母联系沟通，维系亲情
的温度，与故乡和回忆保持“不

断线”。此外，宽松的社会氛围使
他们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多
元的城市生活和文化开阔了眼
界，使他们相信规则和勤奋的力
量，保持昂扬向上的进步状态。

“空巢青年”们选择了一条
并不平坦的路，为的是不要日后
悔恨当初自己为什么没有再拼
一把。尽管背井离乡、远离亲人，
他们却愿意拼一种可能性，让自
己离实现目标更近一些，让家庭
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改善，让这
个城市因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
他们是尝试在黑暗中探索出光
亮的那群人，是改革道路中闪耀
的“城市之光”。

的确，人不应该因其物质条
件被固化为某个群体，换个角度
看问题结论或许会大不同。空巢
并不可怕，只要心态不空、理想
不空，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
么，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敢
拼搏敢奋斗，才能在城市闯出自
己的一片天。那些愿意放弃原本
舒适安逸的生活而选择奋斗打
拼的年轻人，或许才是推动社会
进步与改革的希望。（摘自《人民
日报》，作者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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