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家政公司进行更严规范

和责任追究，比惩处单个的恶保

姆更为迫切———恶保姆或许属

于个人行为，而家政公司不负责

任，造成的危害范围更大、后果更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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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正抚慰平地区经济发展鸿沟

姻 莫开伟 财经评论员

1935 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通

过数万个数据一点一点在地图上摸索出一

条“黑河 - 腾冲分割线”。那时他是从人口的

角度看这条线的———线的西北方向，是“大

漠长河孤烟”，占中华民国国土面积的 64%，

却仅有 4%的人口；而线的另一头，是“小桥

流水人家”，仅有 36%的国土，却聚集着另外

的 96%的人口……那是一条清晰的、几乎骤

然就从熙熙攘攘变得人烟稀少的分界线，就

好像从南到北的中国人，在接近这条线时会

意识到什么，于是不约而同停止了向外迁徙

的步伐。渊7月 8日叶中国证券报曳冤
然而，移动支付正在打破传统的“黑河

- 腾冲分割线”，7 月 8 日北大国发院副院长

黄益平指出，从 2011 年到 2018 年，东西部金

融服务可得性的差距缩小了 15%，这一条影

响中国 84 年的无形分界线正在消失。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追踪支付宝 2011

年数据的变化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

的发展，各地区的数字金融逐渐呈现趋同的

特征。2011 年，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最高地

区和最低地区的比是 50.4，2018 年，这个数

据降低至 1.42。这意味着，8 年间，在以移动

支付为代表的数字金融的覆盖差异缩小了

近 50 倍。换句话说，原来经济相对滞后的地

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面正迅猛赶上

来。

“黑河 - 腾冲分割线”以西，地处偏远，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由于贫困，这里的居民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民

群众的信息闭塞、资金匮乏，处于农村金融

服务的边缘，同样由于贫困，发展产业缺信

息、缺技术、缺能力、缺资金、缺销路等问题

突出。有些地区一度是金融服务的盲点，农

民往往要奔波数公里甚至数十公里，到乡

镇、县城办理存取款业务，往返不仅费时费

力，更费钱。因此，这些地方发展不但面临着

自然条件的制约，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基

础金融供给不足，一直是农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重要瓶颈，这里的经济发展如同她十年

九旱的土地一样，比全国其他地区更需要金

融服务的滋润。然而，一直以来，高昂的成本

是隔离传统金融与弱势群体的天然鸿沟。金

融的核心是对各种资源的索取权进行交易

并转移，从而对实体经济资源进行超越主

体、跨越区域、穿越时期的配置。这需要建立

在准确信息的基础上，比如，在信贷发放中，

就必须依靠借款人的信用信息来判断其偿

债能力和意愿。收集处理各种信息产生大量

成本。对于传统金融来说，大型企业的大额

业务会摊薄单位服务成本，因此深受青睐，

而偏远地区分散的小额金融业务，交易成本

高昂，使传统金融不愿也没能力提供服务。

但是，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推进、智

能终端的普及以及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作为

一种新型的金融业态，数字金融正大幅变革

着传统金融模式，同时也为农村金融以及金

融扶贫带来新的机遇。数字金融依托互联

网，凭借其平等、开放、协作、共享的特征，加

上其扁平化的组织与管理，能够消除地域差

距，拉近资金供需的距离。首先，数字金融使

用成本低。在互联网站建成后每增加一个用

户的成本几乎为零。因而互联网公司的服务

费也基本为零。以支付为例，传统 POS 支付

的成本包括发卡成本、收单成本和信息系统

成本。基于互联网的支付可避免发卡和收

单，因而避免了这两项成本。其次，数字金融

非人工服务。互联网公司通过大数据技术为

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优质服务，而且不需要人

工介入，因而节省了人工服务费用。如阿里

小微金服的小额信贷服务就依靠大数据贷

款而非人工。最后，数字金融规模效应强。规

模经济告诉我们，对于相同类型的金融服

务，资金量越大，单位资金享受金融服务的

成本也越低。因而，把客户分散的资金通过

互联网渠道聚拢起来进而形成较大量的资

金可以降低单位资金的成本。余额宝是利用

互联网平台汇集资金进而达到规模效应的

产品。它的诞生使得原本无法购买货币基金

的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货币基金，并实现相

对于活期存款更高的投资收益。

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金融会突破“黑河

- 腾冲分割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

发展，让全国民众享受同等的经济改革与发

展的成果和红利！

姻 邓海建 媒体人

3 年前，水滴筹的问世，给了重大疾病患者

一个新的选择———网络众筹。不过，以“慈善”

为口号的公司如何赚钱，这也成了很多人的疑

问。记者调查发现，水滴筹只是作为引流，为平

台提供流量，水滴互助和水滴保才是其背后的

吸金项目。渊7月 11日中国新闻网冤
抛开道德洁癖与偏见不谈，在商言商，

公司不是福利院，也得春夏秋冬、柴米油盐。

因此，众筹平台引流吸金，也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只是，头部众筹平台在“三次分配理

论”下营销善意与爱心的同时，完成了帮助

民众救急的目的正义，恐怕更要在筹款和盈

利的程序正义上恪守规则与底线。

遗憾的是，恰恰在筹款与盈利这两项核

心任务之上，头部平台的表现似乎过于粗

放———于前者来说，宽进严出，“申请容易提

现难”；于后者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众筹

搭台互助和保险唱戏。

此前，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生病众筹，

有房有车却被标记为“贫困户”，事后平台方

回应“没资格审核发起人车产房产”。随后，

浙江杭州萧山一女子称父亲患有胃癌，众筹

20 万元，但之后于微博炫富，被质疑“诈捐”

……钱虽好退，心难缝合。无怪有网友感叹，

他们把真正需要帮助者的唯一生路给玩死

了。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真正的

问题是：即便互联网众筹平台没有信息无缝

审核与监督的能力，在力所能及的资料提供

等细节程序上，有没有妥协于流量而有意无

意“网开一面”呢？

很多人都有个疑问：众筹平台宣称全程

不收一分钱、筹到多少给多少，甚至还要搭

上银行转账手续费，如此赔本赚吆喝，莫非

只有“慈善”二字能解释？答案显然不会这么

天真无邪。比如在不厌其烦的各种“帮忙转

发”的提醒背后，还有各种类似“立刻领取 30

万元抗癌互助金权益”的坑———虽然都是几

块钱，但是，各种连环套的“充值”、各种不易

察觉的“条款解释”，起码在消费体验上不是

特别“慈善”。

眼下最大的尴尬，大概就是“无法可依”。

或者说，在这个新式行当里，尚且还没有直

接而具体的“紧箍咒”。时下的网络众筹，性

质上多属于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捐款，因

此很难适用《慈善法》之规定。而对于赠与式

众筹，权责利关系尚未分明。平台的手究竟

能伸到什么地步，似乎还仅能仰仗“道德自

觉”和“行业自律”来约束，顶多，再加上抽象

的舆论监督。正因如此，依赖纯粹信任关系

构建的筹款与盈利业务，往往容易陷入脆弱

的道德悖论之中：靠不挣钱的宣誓来引流，

靠隐性交易来致富。这种双重错位的结果，

既让民间信用很受伤，亦让市场交易难清

爽。

总之，众筹平台可以做生意，但是这门生

意不能打着“慈善”的幌子算计。商业模式的

闭环运作、爱心资源的有序涌流，大概都到

了需要拿出规矩来厘清纷争的时刻了。

管理给网约车
“车证”松绑
值得借鉴
姻 默城 媒体人

“现在我的车不用先改营运也可以

继续跑网约了。”6 月 14 日，黑龙江大庆

的网约车司机王海龙在手机上获取了备

案登记二维码，网上完成了备案登记

……7 月 31 日前，大庆市所有网约车都

将完成电子备案登记。“作为交通客运主

管部门，我们必须知道哪些车在运营，车

辆年限是否符合要求，车辆性能是否达

到安全运营条件，这是我们必须守住的

底线。”大庆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城

市客运管理处处长刘军说。渊7月 10日
中国新闻网冤

大庆将网约车要求的车证改成备案

即可，这一新规极大的释放了当地网约

车的现实活跃度，既能保障网约车出行

的基本安全，又能最大程度保证民众打车

出行的客观诉求，不仅没有管死，还越管

越安全，越管越灵活。正如有媒体评价的

那样，这种备案登记管理，是一种务实的

做法，更体现了一种行政担当，更有助于

网约车业态的真正规范化和有效监管。

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 2016 年交通

运输部等个部门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网约

车应该办理双证，即车辆要办理《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车证）和驾驶员办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人证）。去

年月，大庆也践行了这一规定。

但新问题也来了，到目前为止，大庆

办理人证的比较多，但办理车证的却寥

寥无几。为什么当地司机不愿意办“车

证”呢？答案并不复杂，因为车证会直接

抬高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成本，与不办车

证相比，成本相差两倍。可是，当地交通

有显著的潮汐现象，早晚高峰运力紧缺，

确实非常需要拥有弹性运力的网约车加

持。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只让办理了“两

证”的 510 台车辆营运，市场将有 6500

台车的运力缺口。也就是说，按照双证进

行监管，那当地将可能运力紧张，甚至出

现严重的“打车难”现象。即使想方设法

让司机都办理了车证，那提高了的运营

成本又会成为新的矛盾点，继续困扰着

整个出租车行业。

这样看来，网约车车证改备案的方

法确实是一个绝佳选择，既保证安全又

保证了网约车的市场正常供给量，实现

了现实最大公约数。进一步说，这样的网

约车管理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从审批到

备案，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突破。当地主管

部门把出行的潮汐效应、兼职运力、司机

合规成本、供需这些问题已经想的清楚

明白，那出台的规定自然也符合分享经

济特性，非常难得。

这样接地气的现实创新，充分体现

了当地主管部门把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放在首位的追求，进行包容审慎式的监

管，而不是走出租车数量管制的老路，要

知道，后者是没有生命力的。一旦过于执

着于后者，不仅对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无益，也容易陷入“一管就死”的怪圈，进

而阻碍整个网约车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对网约车的监管，还是要寻求网约

车安全与便捷之间的一种平衡，要尊重

共享出行这一新业态，要进行精细化管

理，让包容审慎融入出行分享经济。沿着

这样的追求来看，对于中小城市、资源型

城市，大庆的网约车管理模式非常有模

范意义，甚至对于一些大城市，也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姻 乔志峰 职员

北京一保姆绳勒老人脖子绑树上，

称因有急事要先回家。近日，北京南苑

公园，网友拍摄视频，爆料公园内有老

人遭保姆虐待。视频中老人坐在轮椅

上，脖子被绳子勒着和树捆绑在一起。

自称是保姆的女子上前解开绳子，称因

家中有急事才将老人绑在树上。警方称

正在核实情况。渊7月 5日北京青年报冤
网传视频看得人心里发紧，谁都有

老的时候，谁都不想受到如此虐待。为

人子女者花钱请保姆，是为了更好地照

顾老人，没想到却将老人推入“火坑”，

得知真相之后该是多么的愤怒和悲痛！

近年来，保姆虐童、虐老事件频发，

令人心寒，公众对完善法律法规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最终促进了相关法律条款

的修订。此前，《刑法》虐待罪是指对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和精神上

进行摧残迫害、情节恶劣的行为，《刑法

修正案（九）》则进行了修改：“对未成年

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

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

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自此，看护人员虐待被看护人员，也可依

照虐待罪定罪处罚。如果“绳勒老人脖

子绑树上”属实，保姆显然涉嫌违法，应

该适用上述条款。

随着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特

别是老龄社会的到来和二胎政策的放

开，保姆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类似不

良现象如果不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很

可能愈演愈烈。看护人（保姆）责任的明

确，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实施，都为

规范保姆从业者的行为、保护孩子和老

人免受（少受）伤害起到了有效的警示

和引导作用。同时，还要强化对家政中

介公司的规范和监管。无疑，对家政公

司进行更严规范和责任追究，比惩处单

个的恶保姆更为迫切———恶保姆或许

属于个人行为，而家政公司不负责任，

造成的危害范围更大、后果更严重。

以前，家政服务市场只有行业规范，

缺乏统一的法律监管，因此如果家政人

员出现未持证上岗等问题，其所属的家

政公司也很难受到处罚，由此导致家政

行业乱象频发。正是看到了家政领域的

问题所在，就在上个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的意见》。围绕“提质”和“扩容”的这两

个关键词，《意见》提出了 36 条具体政

策，被业界称作“家政 36 条”。其中第 31

条明确，加快建立家政服务人员持证上

门制度，鼓励各地参照上海等城市的先

进经验，探索建立覆盖全域的家政持证

上岗模式。这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必须

对家政中介公司加强监督、严管重罚，

绝不能任其沦为恶保姆和“狼外婆”的

输出基地。

■ 吴之如 文 / 画

《澎湃新闻》报道，近日，生态环境部部

长李干杰指出，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

是保留自然本底、保护濒危生物物种、筑牢

国家生态屏障的重要手段。部分地方还存

在政治站位不高、保护为发展让路、部门履

职不到位、敷衍整改和假装整改等问题。要

持续加大对涉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问题整

治力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

其实不仅仅是环保部门，其他领域出

现了重大问题，都必须坚决依法依规进行

整改。公仆尤其是当家公仆若是慵懒失职、

敷衍整改和假装整改，那都是对国家对人

民的极端不负责任，不但是错误的，甚至很

可能会犯下渎职罪行。有道是：

解决问题莫懈怠，“假装整改”太不该；

公仆真心干实事，为民服务局面开。

公仆发扬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为人

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

的，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按

照相关方面的要求认真进行整改，不敷衍 不作假，这才是对得起人民群众也对得起 国家的正确态度。

姻 夏熊飞 编辑

河南省鹿邑县的一所农村学校正在修

建学生宿舍，原计划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

用，但在打地基时就发现，他们遇上了 25 吨

问题水泥。鹿邑县志成实验学校校长张光启

对记者出示了工人清除问题水泥时的视频。

那些“凝固”的水泥块，单手就能捏碎。该校

已经向厂家索赔，但双方就赔偿方案各持己

见。渊7月 10日叶中国青年网曳冤
一捏就碎的假水泥，好在是打地基时就

发现了，如果真被用于学生宿舍的修建，一

旦发生事故，后果真可谓是不堪设想。尽管

事故因为及早发现而未发生，但相应的调查

与处理却不能因为虚惊一场而搁置一旁。

可从目前事情的进展来看，生产不合

格水泥的厂商，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太多来

自监管部门的压力，反而是在学校的索赔

金额上“讨价还价”。当然，对于索赔方案，

双方都有权利提出异议，包括厂商。但就此

事而言，现阶段纠结于赔偿金额却有跑偏

之嫌，因为还有比赔偿金额更迫切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首先是另外 25 吨及同批次问题水泥的

去向。据经销商交代，“当时共运了 50 吨水

泥，志成实验学校购买了其中一半。”可除了

这 25 吨，另外一半以及同一批次其他水泥

有多少吨、卖到了哪里，目前还是未知之谜。

志成实验学校因为发现及时而避免了可能

发生的严重事故，那其他问题水泥是否已经

投入使用，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呢？关于这点，无论是厂商，抑或当地监管部

门，似乎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危机感。

其次是志成实验学校学生宿舍的继续

修建问题。因为遭遇假水泥，校舍修建出现

延期，该校近千名农村寄宿学生今年秋季只

能挤在教室里睡觉。学校可能因为资金有

限，没有能力第一时间购置新的合格水泥来

继续学生宿舍的修建，所以只能将主要精力

放在向厂商索赔上。但在索赔受阻的情况

下，当地政府部门应该组织资金与人力，加

快宿舍的修建进度，确保孩子的住宿问题不

受假水泥事件的影响。

此外，对于厂商的调查与处理必须尽快

推进。生产不合格水泥，绝不仅仅是赔偿就

能了事的。此举是在谋财，更是在害命，影响

十分恶劣。当下第一要务应是责令停产整

顿，防止继续有问题水泥出厂流向市场。然

后，还要调查问题水泥到底有多少已经流向

市场、制假行为持续了多长时间、假水泥是

如何通过检测上市的，等等。这些问题没有

明确交代，即使厂商与志成实验学校谈妥了

赔偿方案，那一颗颗不定时炸弹依旧会成为

重大安全隐患。

厂商生产一捏就碎的假水泥，是谋财害

命、发不义之财，利欲熏心着实可恨。可问题

水泥能自由出厂畅通无阻在市场上销售，当

地监管部门怕也存在“睁眼瞎”的失职渎职

之嫌，可见，查处问题厂商的同时，当地监管

部门也需要好好“体检”下。

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推

进、智能终端的普及以及金融业

的蓬勃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金

融业态，数字金融正大幅变革着

传统金融模式，同时也为农村金

融以及金融扶贫带来新的机遇。

“假装整改”太不该

网约车车证改备案，既

保证了安全又保证了网约

车的市场正常供给量，实现

了现实最大公约数。

校舍遇假水泥，谈妥赔偿并非问题关键

保姆绳勒
老人脖子绑树上，
家政行业亟需规范

众筹平台的生意不能沦为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