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2月20日起，也就是本
周三，铁路部门将推出“铁路
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以后
购买火车票可以积分，积分可
用于兑换车票。具体说来，购
买火车票可以按票价的5倍计
算积分，积分首次达到10000分
以上，可以用积分兑换指定车
次的列车车票。

对于乘客来说，火车票积
分制意味着购票优惠，这一新
规则得到了不少称赞之声，其
新举措也被认为是铁路部门
在市场化运营的道路上更进
一步。不过，相对于人们对推
广积分制的一致肯定，具体
的积分规则却招来了不少抱
怨，从舆论的反应来看，很多
人对此并不领情。多样化的舆
论声音和有差异的态度，很值
得玩味。

人们对优惠表示欢迎很
好理解，值得重点关注的则是

很多消费者“不领情”的态度。
抱怨或者说“吐槽”，集中于积
分兑换细则。按规定，获得兑
换资格需要拥有10000积分，考
虑到12个月的记分周期，乘客
需要在一年之内购买2000元
的火车票才能享受到优惠。
对于普通旅客来说，这一门
槛有些高不可攀，也难怪新
的服务项目加上了“常旅客”
的限定词。再考虑到可兑换
车票限于“指定车次”，很可
能意味着“常旅客”也未必一
定有机会享受优惠，受益范围
就更狭窄了。

有优惠总比没优惠要好，
出台优惠政策的确体现了铁
路部门的进步，可对于消费者
的“不领情”态度，提供优惠的
铁路部门也不能忽视。很显
然，消费者不仅仅在乎是否有
优惠，人们还要“计较”优惠的

“质量”，比如门槛是高还是

低，又比如流程是简易还是复
杂。这种变化其实不难理解，
近些年来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极大抬高了消费者对商家让
利的心理预期。日益白热化的
竞争，让互联网经济几乎成了
优惠的代名词，优惠又极为普
遍地融入到消费过程。已经享
受过大量且形式多样的让利，
消费者真的很难再满足于连
普惠都做不到的“积分兑换”。

换句话说，铁路部门所面
临的挑战，是消费心理的变
化，是互联网经济所营造的新
消费环境，对于2013年才正式
实现政企分开的铁路部门来
说，要想实现真正的运营市场
化，适应并满足新的消费心理
预期，需要艰难地弯道超车。
一方面是体制机制改革，这需
要长期的过程，大船想要掉头
必须克服极大的惯性。另一方
面则是具体服务项目的推出，

需要更深刻地分析消费心理，
多一些以用户为导向的互联
网思维。相对而言，实现后一
方面在技术上难度较小，难点
就在于如何在占据市场优势
地位的前提下，还有动力将

“用户导向”融入产品或服务
的设计之中。

尽管从行业领域内部来
看，铁路部门面临的直接竞争
较小，但考虑到消费环境和消
费心理的变化，在领域内处于
绝对优势的经营主体，不仅仍
然面临竞争，竞争的压力还不
小。当然，这种“跨行业”的、以
赢得消费者信任为目标的竞
争，影响到的不只是铁路部
门，这在很多存在“自然垄断”
的领域具有普遍性。以“普惠
服务”为目标的火车票积分兑
换，却没能换来“皆大欢喜”，
需要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不
止于铁路部门。

积分换车票，要优惠更要普惠

铁路部门所面临的挑战，
是消费心理的变化，是互联网
经济所营造的新消费环境。日
益白热化的竞争，让互联网经
济几乎成了优惠的代名词，优
惠又极为普遍地融入到消费过
程。已经享受过大量且形式多
样的让利，消费者真的很难再
满足于连普惠都做不到的“积
分兑换”。

财政为高速“埋单”，不只招徕游客

“离柜概不负责”

老皇历该扔了

浙江慈溪秦女士在某银行
取款22400元，银行却给了她
24000元。事后，银行讨要多给
的1600元遭拒。秦女士坚称，银
行规定储户钱“离柜概不负
责”，她也“离柜概不负责”。

双方闹上法庭后，毫无悬
念，秦女士败诉了。毕竟，“离柜
概不负责”的店堂告示大不过
法律：法律上，储户被银行多付
的钱属于不当得利，储户不退
还，“妥妥的”违法。即便如此，
不少网友不服气了：“离柜概不
负责”以往是有些银行说的，轮
到自己的时候，就来双重标准？

但事实上，“离柜概不负
责”之类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对
谁都没有约束力，若银行少了
储户的钱，离柜后照样得赔。不
管谁拥有“最终解释权”，违反
法律规定都是无效的，这是常
识。而秦女士对一个店堂告示
较起真后，网友一边倒地支持
她，未必是都不懂法律，而是对
一贯的霸王条款做派的声讨。

说实话，我已经很多年没
在银行看到“离柜概不负责”的
牌子了。但从网友反馈看，这类
告示可能并未完全消失。秦女
士的遭遇对此显然是种鞭挞：
有些霸王式思维不改，指不定
什么时候会“反受其乱”。

这些霸王条款中，“离柜概
不负责”的告示或许是少了，可
其他店大欺客式做法仍有很
多，比如媒体频频曝光的储户
卡未离身却被异地盗刷，有的
明明跟银行管理漏洞有关，可
很多银行“概不负责”，当起甩
手掌柜。到头来，进入司法程序
后，银行通常都会被判担责。

回到该事件上，“钱给多该
退”无疑打了“离柜概不负责”
一耳光。而“离柜概不负责”这
种老皇历，也该扔进观念垃圾
堆了。就算有些银行本意在提
醒储户认真核对、以免受损，那
也无法撇清自身核对之责。妄
图拿单方制定的“离柜概不负
责”为自己卸责，只能是妄想。

（摘自《新京报》，作者马涤明）

□魏文彪

日前，一张题为《利川市
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利万高速
公路湖北段实行单边免费通
行的函》的利川市政府文件照
片在当地流传，引发舆论关
注。据悉，上述文件是由利川
市政府发给湖北交投鄂西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落款日期为
2017年12月14日。利川市委书
记、市政府办公室、湖北交投
鄂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综合
管理部证实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12月17日荆楚网）

15日晚，利川市委书记在
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介绍，利
川市政府给湖北交投鄂西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发请求函源

于利万高速即将通车，而利川
市是旅游城市，为吸引万州乃
至重庆的游客过来，才请求湖
北交投鄂西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给予支持，所产生的费用也
将由利川市政府埋单。利川市
此举无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因为每当人们想开车到某地
去旅游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想
到要交纳不菲的高速通行费，
而打消自驾出游的念头。不菲
的高速通行费，确实已经一定
程度上成为阻碍人们更多地
旅游休闲的“拦路虎”，这从法
定节假日自驾游井喷现象中
可以证明。

其实，不单是对于像利川
这样的旅游城市，对于非旅游
城市来说，不菲的高速通行费
也会因为增加人们出行与物流
成本，而起到阻碍人员与物资
更好地交流与流通的消极作

用，进而影响各地经济社会获
得更好更快的发展。所以，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不单对旅游城
市是利好，对于非旅游城市来
说，同样是利好，可以起到在更
大程度上促进各地经济社会发
展与各领域进步的积极效用。

利川市这样请求利万高
速公路湖北段实行单边免费
通行，所产生的费用由利川市
政府埋单，虽然利川市政府将
会为此而多增加一些财政支
出，但是由此引来更多的游客
来利川旅游，游客在利川进行
消费，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
民众增收带来的利益，将会超
过利川市政府为高速公路免
费通行埋单的经费，实际上是
一桩非常划得来的“买卖”。同
样的，如果非旅游城市为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埋单，因为在更
大程度上促进人员交流与物

资流通所能获得的收益，一样
会远大于其为高速公路免费
通行埋单所支付的经费，所得
将会远大于所失。

当然，高速免费、政府埋
单，不一定要表现为利川市这
种政府直接替通行车辆交纳
通行费的方式。更为根本与长
久的做法是，将目前以经营性
公路为主的高速公路建设方
式，逐步转变为由政府通过发
行政府债券方式，来建设高速
公路，同时，将消费者交纳的
燃油税用于高速公路的维修
养护，最终取消高速公路通行
费，以起到在更大程度上降低
人员流通与物流成本，在更大
程度上为促进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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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议题，中国已成为引领者

□刘远举

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发布《电子商务联合
声明》，重申全球电子商务的
重要性及其为包容性贸易和
发展所创造的机会，支持和提
升电子商务为全球企业和消
费者带来益处。声明还表示，
应重视电子商务为“发展中国
家，尤其是那些最不发达国
家，以及中小微企业”带来的
机会。

这表明，对于电子商务在
全球化深入与普惠进程中的
作用和重要性，各国有着共
识。声明强调电子商务将帮助
全球小微企业发展，必然推动
电子世界贸易平台在全球加
速落地。

在2016年3月的博鳌亚洲
论坛上，马云第一次提出了电

子世界贸易平台（eWTP)。其
作用是在24小时通关、税收优
惠等层面，为全世界中小企业
打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可以
自由公平开放贸易的平台，帮
助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参
与全球化，让消费者在这个平
台上实现“全球买、全球卖”。
所以，某种程度上，此次WTO
部长会议发布的支持电子商
务发展以帮助全球小微企业、
实现普惠式全球化的声明，意
味着在全球化的电子商务议
题方面，中国已经从跟随者变
身为引领者。

在国内常常看到这样的
新闻，某地积压了多少吨水
果，希望消费者购买解困。出
现滞销的原因，往往是地理位
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或者
个人经营能力较差，市场信息
不通畅，不知道如何把产品消
息扩散出去。不过，消息一旦
见诸媒体，借助了中国发达的
电子商务与物流后，只要不是

太偏远，问题通常都能顺利解
决。

国际贸易中，也有类似现
象。国际贸易兴起之初，充满
着各种障碍，如距离遥远、法
律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信用
度较难把握等，为了克服这些
困难，国际贸易行业发展出复
杂的制度，衍生出各种专业的
服务机构。一般来说，发达国
家中，这些国际贸易服务相对
比较发达，也容易获得，但对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落后国
家来说，国际贸易的服务就
较难获得。而且各国的国际
贸易服务，如海关、税务、商
检、银行，出于效率原因，都
是为大企业准备的。对中小
企业来说，由于实力较小，获
取专业的国际贸易服务难度
大，价格高。所以，这些复杂制
度就形成了障碍，进而阻碍了
中小企业涉足全球贸易。国际
社会有必要建立新的机制、新
的基础设施来帮助全球的，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
进入国际市场。

不难发现，全球中小企业
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挑战，与
当年中国个体户、中小企业进
入全国市场的挑战几乎是一
样的。解决这个难题，中国人
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支付宝、
微信、滴滴等全球新独角兽的
成功一样，中国在互联网技术
的应用与创新方面，目前已经
是全球的领先者。而中国在电
子商务方面多年的积累，已经
使得中国从技术创新的推动
者，进一步变身为商业制度与
商业模式上的引领者。一直以
来，中国都是各类全球化方式
的遵从者。现在，中国正在参
与制定未来的国际规则。可以
预见，电子商务的“中国经验”
将被应用到更多发展中国家，
更多的中小企业将得到帮助，
更多的人将分享到全球化成
果。（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
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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