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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砍价、以次充好、吞吃押金———

15家企业获得

虚拟运营商正式牌照

阿里巴巴、小米等

二手交易平台问题调查

核

心

提

示

据央视新闻报道 7 月 23 日，工业和

信息化部官网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向

15 家企业颁发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许

可》的通知，这意味着试点近五年的虚拟

运营运营商终于获得正式牌照。

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就是俗称的虚拟运

营商， 是指从拥有移动通信网络的基础电

信运营商那里购买通信服务， 重新包装成

自有品牌并销售给用户的电信服务。

目前市场上以 170，171 开头的手机号

就是虚拟运营商号码。 2013 年 5 月，工信

部为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电信领域，发

布移动通信业务转售方案。从 2013年底首

批牌照发放以来，共有 42 家企业分 5 批获

得虚拟运营商试点牌照。 此前公布的虚拟

运营商试点期是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后因种种原因， 直到今年 4 月底才宣布结

束试点。

据了解，15 家获得移动通信转售业务

经营许可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小米等。

一面冰山 一面火焰

政策支持，资本助力，从去年

开始， 各地涌现出共享汽车发展

的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18 年年中，全国注册的分时租

赁共享汽车企业已经超过 400

家，运营车辆超过 10万辆。

分析认为， 共享汽车满足了

用户的需求痛点。 一方面， 在道

路、 车位资源已成为城市稀缺资

源的背景下， 共享汽车不增加个

人购车量的同时能为人们出行提

供便利；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购车

养车成本不断上升， 共享汽车满

足了人们“只用不买不养” 的出

行需求，且费用不高。

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空间，

让资本和企业都看到商机。 有业

内投资者宣称， 汽车分时租赁

（小微型客车分时租赁即俗称的

共享汽车）是下一个千亿美元的

市场，有可能孕育出比滴滴出行、

神州专车、

OFO

、摩拜加起来还要

大的巨头企业。

但是巨大市场预期的另一

面，则是企业经营的困境。 近期，

有媒体爆出， 最早进驻山东济南

的共享汽车品牌———中冠共享汽

车“跑路” 了，这导致多位市民的

2000元押金难以退还。

其实中冠共享汽车并不是第

一家倒闭的共享汽车公司。 5 月

20日， 在杭州市场有着 700 辆共

享汽车， 基本覆盖杭州市区的麻

瓜出行正式停止服务；更早前，去

年 10 月，北京地区共享汽车运营

品牌

EZZY

就曾突然对公司员工

宣布解散。

专家表示， 共享汽车作为一

项新生事物， 一开始就受到了社

会的关注， 也是资本方推崇的对

象。但共享汽车是一项烧钱很快、

盈利很慢的产业， 如果没有雄厚

的资本，很难获得成功。

用得方便 开得安稳

共享汽车市场存在着较多的

不确定性， 随着市场的扩大，近

期， 多起涉及共享汽车的交通违

法案件发生， 有的甚至造成了人

员伤亡的严重后果。 这使得共享

汽车的运营管理漏洞暴露出来，

并成为亟待重视并解决的问题。

共享汽车的运营中， 商家和

消费者存在着一定矛盾。 对消费

者而言， 共享汽车的用户体验亟

待提升。信用审核时间长、流程繁

琐，上至几千元的押金，为防范用

户交通违章最长一个月的押金退

还时间等， 让用户体验往往不尽

如人意。有的共享汽车还采取“接

力用车” 模式，往往停车费用要由

下一位“接力” 使用者支付，也会

影响到用户体验。

而对于运营者而言， 头痛的

是在征信体系无法全覆盖的情况

下， 共享汽车面临着运营维护和

监管真空地带。比如，用户在车中

睡觉、私自占用汽车、乱停车以及

拿走、 损坏车内物品等不良使用

习惯如何防范， 用车过程中所导

致的剐蹭、交通违章等如何处理。

怎样既满足消费者便捷出行

的需求， 又保障企业运营安全规

范， 成为行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

题。 专家认为，要加大监管力度，

填补法律法规空白， 才能让共享

汽车“开得更稳” 。

为规范共享汽车经营行为，

上海市自 7月 15日起施行《上海

市小微型客车分时租赁管理实施

细则》，围绕经营者、车辆要求、服

务范围、收费管理、信息安全等方

面细化标准和要求。

市场走俏 应用拓展

去年 8 月，交通运输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促

进小微型客车租赁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充分肯定了共享汽车的

积极意义， 并明确指出对共享汽

车涉及的车辆停放、 充电基础设

施等方面应给予扶持。

公共政策释放出的积极信

号， 吸引资本纷纷涌入共享汽车

领域。日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和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发布，三方将整合优势资源，合

资组建出行服务公司， 打造共享

汽车领域的“国家队” 。

同时， 共享汽车也在开拓更

多应用场景， 成为科技创新应用

的“试验田” 。 比如，北汽集团新

技术研究院与北汽新能源轻享科

技完成了无人驾驶共享汽车在半

封闭场景下的应用测试。 业内人

士认为， 共享汽车有望通过大数

据，从“人找车” 变成“车找人” ，

更精准的进行路况预测和疏导，

提升出行体验。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10万辆共享汽车驶向何方？

陷阱：

买家卖家都可能被坑

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公布

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底，我

国闲置物品交易规模已达 5000

亿元，并以每年 30％以上的速度

增长。 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 上

半年中国在线二手交易市场监测

报告》 显示，2017 年中国在线二

手交易用户规模已达 0.76 亿人，

增长率为 55.1％。

然而， 不少人却在二手交易

中有着不愉快的经历， 快速增长

的网上二手交易也问题多多。

汕头大学学生小余在赶集网

上看到，原价 2000 多元的捷安特

自行车只卖 400 多元， 卖家还是

“发烧友” ，小余兴奋不已。

“发烧友卖的货肯定没错。”

小余说， 他确认了照片中车架上

的品牌名后就果断地买了下来。

可高兴没几天， 自行车脚蹬就坏

了。 修车店的老板告诉小余：“这

个车只有车架是这个品牌的，其

他配件都被换成了不值钱的。 ”

“这个‘发烧友’ 卖家可能

是假的。 ” 网购达人小袁告诉记

者，“自我包装” 是二手交易平台

卖家的惯用方式。 在商品描述栏

中写自我介绍时， 卖家通常会把

自己包装成 “发烧友”“旅游爱

好者”“大学生” 等良好形象，这

样在卖二手货时就更容易取信于

人。

不仅买家可能被坑， 卖家也

有被骗的风险。 西安某高校学生

小九将一条码数偏大的裙子挂在

闲鱼上售卖， 一名买家看到后提

出了“用同款小一码的裙子换”

的建议，约定同时发货。 几天后，

对方收到了裙子并签收， 但小九

却发现对方一直“按兵不动” ，迟

迟不发货。 最后小九找到买家电

话，将相关法律法规告诉对方，对

方这才同意将裙子寄回。

二手交易平台宽松的交易环

境， 也给了一些不法分子牟取利

益的空间。 北京市某法院的数据

显示，该院 2017 年审结非法出售

发票案件共 59 件， 有 26 起案件

源于一家二手交易平台。

骗术：

巧立名目 移花接木

记者调查发现， 二手交易平

台交易套路颇多：

以次充好，偷换配件。厦门工

学院学生小刘曾在闲鱼上购买了

一个充电宝， 商品描述和充电宝

机身上写的都是 2 万毫安。 但使

用后小刘发现， 这个充电宝给手

机仅充一次电就会“精疲力尽” ，

还不如舍友 5000 毫安的充电宝

电量足。小刘总结认为，二手交易

平台上的手机、单车、充电宝等产

品具有“外观迷惑性” ，很多都是

“看上去很美，一用就上当” 。 闲

鱼客服对记者说， 只要商家卖的

不是违禁品， 就可以在平台上发

布。

转场交易，吞吃押金。记者调

查到， 一些受访者被骗后面临申

诉难， 不少是由于交易脱离了原

本的平台。 安徽阜阳某中学的小

张在转转上看到一部价值 900 元

的小米手机， 卖家说自己急需用

钱，价格可降至 800 元，前提是小

张要先用微信转账 400 元当作

“预付款” ，余款等货到结清。 小

张转账后，却迟迟没有收到手机。

到手“刀” ，货物到手再砍价。

广东的石先生就有被买家恶意砍

价的经历，他曾在转转上以 150元

的价格售卖一部手机，一名买家很

快就下单，并付钱到交易平台。 但

买家收到货后，却以手机内部防水

标签变红为由， 要求石先生退还

80元。 石先生很不满意，因为他的

手机根本就没有进过水，便向客服

申请仲裁，客服回复称要两人自行

协商解决。 苦于没有留存证据，石

先生和买家僵持一周后，无奈同意

了买家的请求。

“我查了他的买卖记录，发

现买家是个手机贩子， 挑毛病把

我 150元的手机砍到 70 元钱，又

转手 200 多元卖了出去。 ” 石先

生说。

建议：

完善买卖双方信誉评价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

中心研究员赖明明认为， 二手市

场具有“柠檬市场” 特点，即信息

不对称， 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

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 这导

致交易中容易出现欺诈行为。

“二手交易平台对商品的真

假负有相应审查义务及法律责

任。 ”赖明明认为，真正合理可行

的做法是， 交易平台与二手商品

售卖方共同担责， 当出现贩卖假

货等情况时， 交易售卖方担主要

责任、平台担次要责任，具体分责

比率可进一步商榷。

广东省法学会网络与电子商

务法学研究会会长、 暨南大学法

学院教授刘颖认为， 二手交易平

台应完善对买卖双方的相互评价

机制。 平台应当及时准确地将交

易数量、 交易纠纷及纠纷处理结

果进行分析统计， 并公布买卖双

方的诚信度、信誉值，为其他交易

对象提供参考。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

研究会会长邱宝昌说， 无论买家

和卖家，当权益受到损害时，都可

以先和交易对象协商， 协商不成

可以向平台投诉， 之后可以向市

场监管部门、消费者组织投诉，或

者提起法律诉讼。邱宝昌表示，正

在立法进程中的电子商务法有望

进一步规范线上二手交易市场，

强化平台经营者的责任， 更好地

保障交易双方的权益。

据新华社电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二手物品交易的跳

蚤市场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 然而，看似双赢的

交易方式背后却隐藏了不少“坑” ……

在许多城市，共享汽车已经不是新鲜事物。 与共享单车类

似，交上押金，完成身份认证，就可以体验“随开随停” 的驾驶

乐趣。 随着共享汽车市场的扩大，如何改善用户体验，如何实现

规范化运营，甚至如何实现盈利……诸多问题正考验着共享汽

车运营者的智慧。

烧钱快、盈利慢———

■核心提示

据《经济日报》报道 近日，记者从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海关总署主题日

活动上获悉：2017 年我国共进口食品，同

比增长 25

%

，

近 5 年进口食品贸易额年均

增长率为 5.7

%

。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进口食品需求逐年增加，并呈现出数量

快速增长、来源更加广泛、品种覆盖齐全、

进境口岸相对集中等特点，部分进口食品

已成为国内市场重要的供应来源。 据海关

总署统计，2017 年食用植物油、 乳粉、肉

类、 水产品等大宗产品进口量分别达

941.9 万吨 、132.4 万吨 、427.4 万吨 、

408.9万吨。

2017 年，我国从 187 个国家（地区）

进口食品 142.9 万批、5348.1 万吨、582.8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7.9%、36.5%和

25.0%。 其中，进口食品贸易额列前 10 位

的分别为：欧盟、美国、新西兰、印尼、加拿

大、澳大利亚、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和

越南；肉类、油脂及油料类、乳制品类、水

产及制品类、粮谷及制品类、酒类、糖类、

饮料类、干坚果类和糕点饼干类等为主要

进口食品种类。

我国去年进口

582.8亿美元食品

本报综合消息 根据国家发改委消

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 23 日 24 时

开启。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 （7 月 10

日—7 月 23 日）， 伦敦布伦特、 纽约 WTI

原油期货价格震荡下降。 平均来看，两市

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下降 3.52

%

。

受此影

响，国内汽油、柴油的零售价格也随之下

调，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 125 元、120

元。

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92 号汽

油每升下调 0.1 元，95 号汽油每升下调

0.1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 0.1元。 按一般

家用汽车油箱 50L 容量估测，加满一箱 92

号汽油将少花约 5元。

按照我国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

定， 上一次国内成品油调价发生在 7 月 9

日 24 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 270

元和 260 元，创下了年内成品油价格的最

大涨幅。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影响国际原油供

需平衡的不确定因素动态变化性增强，预

计下半年国际油价波动性将增加。

加满一箱便宜 5 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