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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福利

走向社会福利

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北京大
学经济社会学博士周冀虎和中央新
影集团党委书记杨晓民曾合著《中
国单位制度》一书。

书中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与
当时中国的低工资政策联系紧密。
低工资政策的最初考虑，是为“工业
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提供低成本。

在低工资水平下，泛福利或高
福利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但农
村人口可能会因福利吸引大量涌入
城市，政府财政吃不消，于是，195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户口登记
条例，关上了农村人口通往城市的
大门。

当时，占全国人口约1/10的城
里人，又被分为干部和工人身份，根
据就业的不同单位，分属政府机关
及事业单位或是企业单位。农村户
口以及虽拥有城市户口却没能就业
的人(这种情况非常少)，基本上没
有福利保障。

干部与工人、市民与农民在福
利保障方面的差距，长时间得以延
续。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被分为

“三六九等”，饱受国人诟病。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

我国与福利相关的改革开始全面展
开。除福利分房制度外，养老、医疗
等种种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制也得以
逐步建立。

“这么多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从
单位福利走向社会福利。”仇雨临告
诉齐鲁晚报记者，在过去“企业办社
会”的大背景下，越大的企业就越呈
现出相对完整的社会形态。

“住房、学校、医院，只要是职工
需要的，企业都能提供，所以你只要
生活在这个企业里，各种生活需要
都能得到满足。”

在这场改革中，“脱钩”成为关
键词。企业回归单一的经济职能，主
要的福利保障内容与单位分离，也
成为改革的逻辑，这便是福利系统
的社会化过程。

就在这个过程中，福利不再是
束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劳动
者可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城乡之
间的屏障也慢慢被打破。

不可否认的是，改革仍有残留。
“隐性福利”的存在，也不时触动着
国人对此本就敏感的神经。

一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向齐鲁
晚报记者透露，他在中央某金融机
构工作的同学，曾在临近退休时到
一家商业银行任高管过渡，该银行
为其个人配备的办公室达到上百平
米。

近年来，关于干部职工福利趋
于细化的改革，仍以“分离”和“脱
钩”的逻辑在继续。福利本身也出现
了现金形式与实物形式的分离，以
现金形式发放的补贴和津贴，正逐
渐纳入工资收入得以统一管理；以
实物形式发放的福利，也以列举“黑
名单”的方式被慢慢分类。

“未来福利的发展，将是专业
化、社会化和个性化的。”仇雨临表
示，从国外的发展趋势来看，自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菜单式的个性化福
利兴起。“在对每位员工统一定价的
基础上，员工可以选择旅游、体检或
者培训机会，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要。”

此后，服务型福利出现。如某些
国外大公司专门设有行政部，为员
工接送从外地前来探望的父母、接
送孩子上下学，或者为员工开展心
理疏导，成为员工的“保姆”。

“还有的企业推出了利润分享
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员工可持股
份参与分红，这样，员工的利益便和
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极大地提
高了员工工作积极性。”仇雨临说，
我国企业已开始慢慢学习这些经
验。

不管如何，不同企业间福利的
差异仍将存在，福利仍是企业激发
员工积极性、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企业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把该
干的干了、该交的交了，之后发什么
样的福利、发多少福利应该给企业
自主性，毕竟每个企业都希望员工
有归属感。”仇雨临说，要发展市场
经济，在非法定福利方面不必约束
太多，“企业福利的建立和实施要给
与企业应有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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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云云帮帮忙忙，，火火车车票票更更好好买买了了
寻找政府服务与新技术的契合点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没瘫痪，经住“春运”大考

1月23日晚，北京回龙观附近一处出租
房内，昏黄的灯光下，老式电脑屏的光一晃
一晃地映在周海的脸上。

周海正在看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话
马云”的视频。作为在中关村打拼的无数“京
漂”之一，他不甘心做一个打工者，攒钱创
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数码公司才是他的目
标。

马云就是周海心中的偶像。
视频中，面对主持人查理·罗斯的提问，

马云讲了一个关于中国人“抢票”的故事。
“你们可能不知道，每年中国的‘春运’

期间，数千万的工人、学生坐火车回老家，每
次网上抢票都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过去五
年，火车票订票系统每一年都会崩溃，这次
我让阿里巴巴的骨干精英尽其所能帮助订
票网站，并且分文不收。我做这个项目不是
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帮助社会上千千万万买
不到火车票的老百姓。”

的确，往年的这个时候，周海哪里有闲
心在电脑前看什么“达沃斯论坛”，“刷屏、买
票，才是正事。”来北京三年，他每一年购买春
节回家的火车票，都如同诛心般难熬，“一票
难求不说，关键是12306网站卡得堵心啊！”

回想起来，2014年“春运”抢票的场景还
历历在目，12306网站购票首日就开始瘫痪。
周海打算除夕前一天回家，在2014年1月9日
开售腊月二十八的火车票当天，抢票简直成
了“秒杀”。

“非常难进，进去以后非常卡，卡得太
久，就退出来再进。”周海说，很多朋友帮他
抢票，最后只有一个成功购票了。

据媒体报道，12306网站在当天已经达
到每秒24万次的点击量。人民日报也发表文
章，为民众呐喊“12306春运能否不瘫痪”。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仅一年过后，2015
年“春运”伴随着火车票开抢，12306网站一
改“瘫痪”尴尬，似乎因一味猛药而药到病除
了。

周海顺利地买上了回家过年的火车票，
“网站不堵，心里也顺畅。”

谈到2015年“春运”的12306网站，铁科
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建
生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售票量增加，访
问量也翻倍，但网站运行比较平稳，主要得
益于今年系统提升了数据容量和处理能力，
旅客访问更加顺畅。”

求助“云服务”

通过12306网站购买火车票，对于“春
运”中的中国人来说，其意义从每年庞大的
售票数据中可见一斑。

2013年春运，互联网日均售票量约200
万张，有七天超过300万张。2014年春运，互
联网日均售票量达350万张左右，有七天超
过了400万张。而2015年春运，截至21日零
点，互联网日均售票量约440万张，同比增长
约26%，其中有三天超过900万张。

为应对2015年“春运”，今年12306网站
做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善：“投入两套客票系
统同时工作，系统处理能力提升了一倍；将
网络带宽从5G扩充到12G，用户每一次点击
后网页响应更快；客票查询能力提高两倍，
使查询访问更快捷。”

铁科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明哲介绍说，根据监测，今年网站用户的
点击响应时间比2014年缩短了一半。

其实，在马云参加达沃斯论坛“对话”之
前，12306网站在2015年“春运”脱胎换骨般
的变化源于与“阿里云”合作已经得到了阿
里方面的证实。

一位“阿里云”的程序员透露了12306网
站与“阿里云”合作的具体经过。“每年春运，
12306都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也不断有‘高
人’放出豪言壮语，可以非常迅速而廉价地
开发一个新的12306出来，我只能对此说‘呵
呵’……”

因为参与了12306网站与“阿里云”合作
的项目，该程序员对12306网站售票的复杂
及所遇到的困难非常了解。

“每年春运，相当于把全国人口‘搓一圈
麻将’。”该程序员说，12306网站初建时先让
系统“用起来”的思路造成了如今不断卡壳
的尴尬。

他认为，更多的问题来自12306网站在
业务上的复杂度。“从北京到广州，沿途有多
个站点，理论上乘客可选择任意一段区间购
票，所以每买一张区间票，可能同时裂变出
多张区间票。”该程序员说，因此,网站前端
很容易瞬间胀大，甚至被撑爆。

与淘宝网的“秒杀抢不到就算了”不同，
人们在12306网站上购票往往是“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眼里的活儿就剩下“刷票”，直到
买到为止。

该程序员介绍说，天量的火车票查询是
影响12306性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占了
90%以上的访问流量。

这成为2014年12306网站与“阿里云”合
作的一个契机：通过云的弹性和“按量付费”
的计量方式，来支持巨量的查询业务，把“傻
大笨粗”的系统迁移到云计算上。

2014年初，“阿里云”方面和12306网站
的技术团队开始讨论如何将余票查询系统
放到云上。当年的“十一”黄金周做了测试，
效果不错。因此，2015年“春运”，12306网站
决定将75%的余票查询业务放到云上。

介入政府公共服务

在成功帮助12306网站扛过2015年“春
运”售票高峰之后，“阿里云”再一次证明了
自己在政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力量。

此役能否引发政府大范围采购公共云
计算服务的“多米诺效应”？这个问题掀起了
新一轮信息化改革的舆论浪潮。

阿里巴巴的首席技术官王坚在接受齐
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未来经济对云计算
的依赖，将会像传统工业对电的依赖一样。”

从2010年开始，“阿里云”逐步对外开放
其在云计算领域的技术资源，旨在帮助更多
的中国中小企业和金融、科研机构、地方政
府实现“互联网化”。

自2013年以来，对风险最为敏感的金融
机构也纷纷上云，“阿里云”专门搭建了面向
这些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的金融云。

随着云计算的安全性、稳定性不断地被
实践证明，从2014年开始，“阿里云”积极与
各省市合作，为其提供云计算、智能物流、无
线应用、电子商务、创新金融等方面的基础
设施服务。“阿里云”的云计算服务平台，将
成为这些“未来城市”的底层基础。

截至2015年1月6日，阿里巴巴已相继与
海南、浙江、贵州、广西、宁夏、河南、河北、新
疆、甘肃、广东、吉林、天津12个省份达成了
云计算和大数据领域的合作。

率先应用“阿里云”计算的国家部委级
项目，包括中国气象局、中国药品监管网、
12306网站等。截至2014年6月，中国药品电
子监管网超过800亿条的药品生产、流通数

据存储在“阿里云”计算平台，并可被实时调
取计算。

“借助‘阿里云’计算提供的海量数据实
时处理能力，中国药品电子监管平台现已实
现了对药品的全流向监控。”“阿里云”品牌
与公众沟通部的任志涛说，使用手机客户端
扫描全国市面上任意一盒药品包装上的条
形码和药品监管码，就能获得该药品的真伪
提示、用法、禁忌、生产批次及流通过程、出
厂日期等信息。

2013年12月发生“问题乙肝疫苗事件”
后，有关部门利用中国药品电子监管平台，
迅速锁定198批次44030686支疫苗在全国27
省份的流向分布和库存。

这样一份数据报告，通过传统方式整理
需要一个月，但在“阿里云”计算海量数据处
理能力的支撑下，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数据查
询和整理工作，为减少问题疫苗扩散争取了
时间。

随着“阿里云”在多项政府公共服务试
点中一路过关斩将，云计算介入政府公共服
务的“顶层设计”即将出炉。

据悉，工信部针对云计算的“十三五”规
划已经启动，政府采购云服务方案近期有望
试点。在试点推进的过程中，未来政府机关
将逐步降低对国外厂商的依赖性，提高本土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鲇鱼”效应

“大数据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
施，包括建立在互联网上的各种大数据基础
设施服务。”任志涛对齐鲁晚报记者说。

的确，在起初推动云计算时，马云、王坚
等阿里巴巴的舵手早已把“阿里云”构想成

“基石”一般，因为他们都知道云计算最大的
改变就是让信息技术的资源配置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

分析12306网站与“阿里云”此次合作成
功的模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理平认为，
许多在局部信息技术资源配置下不能完成
的难题，在云计算时代都可以一一克服，展
示了信息技术资源云计算方式整体配置的
巨大应用潜力。

“这种云计算生态系统的形成首先受益
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变了政府公共服务
的投资方式和公共服务的质量。”王理平说，
政府过去的公共服务模式是必须拥有完整
的信息技术资源和相关的配套资源才能提
供公共服务，云计算和将来云计算生态系统
的出现，使得公共服务不再需要拥有信息技
术资源的产权，通过租用等方式可以大大提
高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投资效率，大大降低
政府公共服务资金投入。

对于铁路总公司此次通过市场机制选
择“阿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
心主任罗仲伟认为，在应对这种特殊时点的
巨量需求时，能够运用民营企业提供的技术
手段和基础设施，表明铁总还是具有市场意
识和宽广视野的。

阿里能够无缝地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
施支持，罗仲伟分析称，这表明民企服务国
家大局和配合国企满足市场特殊需求的意
愿和主动性，这件事也可看成是国企和民企
合作的某种方向和形式，因而具有重要的意
义。

当然，在“阿里云”的一位普通程序员看
来，云计算也不会一上来就是万能的。在阿
里技术团队，他参加了四年的“双十一”大促
活动，其中两年尤为艰苦。

“当时，技术团队经常被业务方指责，就
像现在大家对待12306网站的态度一样。”该
程序员说，“双十一”大促活动推动了阿里的
技术成熟，“春运”也推动了12306网站采用
更多面向未来的技术。

2015年1月，瑞士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一场对话
中，主持人、美国名嘴查理·
罗斯抛给马云一个问题：

“如果政府要你帮忙做项
目，你会帮忙吗？”

马云回答：“我会说，好
吧，我做，但我不收钱，只是
下次别来找我了。今年我们
做的一个很大的项目是在

‘春运’期间为火车订票网
站保驾护航。”

马云口中的这个火车
订票网站就是在“春运”中
有着逆袭表现的12306网
站。在互联网时代里,政府与
市场在信息技术改革大潮
中也在寻找新的契合点。

政府公共服务与新技术契合，受益的是民众。（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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