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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法律轨道
快递业才能一路疾行
□

秦淮川

5A景区频频涨价缘于公益性质缺失

不要误以为观众只想在央视窥帅

火车票黄牛党为何卷土重来

降低交易成本是中国股市的真正出路

5 月 1 日起，《快递服务》系列国家标
准将正式实施。该标准明确规定了“先验
货后签收”、“跨省超 7 天算彻底延误”、
“文明分拣”等问题，并规定寄包裹时快递
员有权开箱验视。多数消费者对此新国标
持肯定和欢迎态度，但新国标在实际执行
中将遭遇诸多难题。
电脑变石头，听起来像是魔术，实际上

却是真实一幕。2010 年 10 月，重庆市民游
亚军到快递公司领取姐姐快递的电脑，回
到单位一看，包裹里面根本不是电脑，而是
一块和电脑相似的人行道铺路石。因为没
有当着快递员验货，打开包裹时快递员又
没在场，游亚军难以维权，只能自认倒霉。
如今，先验货后签收的施行，是对往昔先签
收后验货这一霸王条款的强力矫正，是还
原消费者权益的一大步骤，同时也能减少
纠纷，使快递服务更规范。
无疑，前述新国标的出台很有必要。去

年 5月，国家邮政局公布了邮政行业 2010
年统计公报。当时，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证的企业有 6000 多家，从业人员 50 多万
人，客观上形成了相对充分的市场竞争格
局。另有权威统计显示，去年 1月，监管部
门受理消费者关于快递业务的有效申诉
2452 件，同比增长 222.2%，其中有超过一
半的申诉是反映快件延误。此外，还包括快
件丢失及内件短少等等。
显然，快递业为公众提供了便捷服务，

但如果缺少基本规范，这个行业也会伤害
公众利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国标
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制度空白。
不过也应理性地看到，快递业新国标虽已
出台，但也有遗珠之憾，其中之一就是缺少
明晰而准确的惩戒性措施。
缺少惩戒性措施，就相当于快递企业

缺少法律笼头，如果违法违规却不被惩罚
或所受惩罚力度过弱，快递企业自然会有
恃无恐。有业内人士直言，快递服务新标
准，因为没有相应的具体惩罚措施，执行起
来可能会有难度，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制定
相应的法律法规，把快递服务新标准落到
实处。这条意见非常正确。对快递新国标，
尽快完善法律依据和惩罚措施，才能更便
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加入惩罚条款，还应该壮大消费

者的维权能力、增加消费者的维权通道。据
江苏省工商管理部门的调查统计，80%的
消费者在遭遇霸王条款等情形后，选择放
弃。放弃是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追回一只
鸡，得杀掉一头牛”。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打
通消费者维权的渠道，减少各种不必要的
繁冗环节，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者的维权
成本，让消费者维权不再难、不再烦；同时，
依法加大对违规快递企业的惩罚力度，使
其不敢也不能侵犯消费者权益。

□

马涤明

4 月 28 日，“五一”小长假前夕的北
京西站就已人流如潮。售票大厅内人头攒
动，购票队伍已排至门口。记者在一列队伍
后面刚站定，一名票贩子就问记者：“西
安、太原、银川，您去吗？各地票都有，不用
排队。”记者大感诧异，实名制实行之初，
铁路部门曾表示，实名制能有效遏制倒卖
车票的违法行为。为何黄牛党屡禁不止，如
今又卷土重来了呢？
黄牛党卷土重来，证明反倒票技术有

漏洞。在反倒票及缓解一票难求等问题上，
铁道部已经搞过很多技术尝试，当初的预
期也都十分看好，可当实名制购票技术再
遭黄牛党“破解”后，还有什么技术是不能
破解的呢？这个问题，或许需要下工夫研
究。但笔者以为，当下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

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管理体
制与管理决心或叫诚意。而后一个问题或
许是由前一个问题决定的，体制问题决定
了管理决心的不够。以北京西站、济南车站
卷土重来的倒票情况看，不是实名制技术
手段不足以防范倒票，而是技术并未全部
派上用场，相关制度形同虚设。
用别人的身份证也能买票，验票则一

晃而过，冒名乘车居然畅通无阻……这些
问题与防范倒票的技术手段几乎无关，再
高级的技术，面对某些工作人员的失职渎
职，乃至系统性失守与沦陷，都只能甘拜下
风。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缺少防倒票的
制度与技术，而是铁道系统一些环节对制
度的坚守、对失职责任的追究、对内外勾结
等违法行为的查处等等方面工作的无力。
历年春运暑运及小长假期间，媒体与

网络曝光的明目张胆的倒票情况，一些深

层疑点都被指向铁路内部，比如售票窗口
的第一张车票即被“秒杀”，相关部门和人
员又都支支吾吾。甚至，旅客、网友发到网
上的视频证据，也都被铁路相关部门以
“专业解释”澄清，这些“澄清”往往经不
起推敲，难以服人，可相关部门又懒得作进
一步回应。于是公众的“误解”也愈深。

济南车站的黄牛党称，“我干这行多
少年了，哪怕真被查了我也能打招呼让你
上车。”黄牛之说当然不一定全真，但他们
的底气与“能上车”的事实应该更能说明
问题。窗口已经无票，车上空位却不少，这
样的情况难免令人生疑。而一边抱怨实名
制验票工作量大，一边却是省时省力的
“电子客票”不受待见，又如何解释？是不
是铁路企业的生存环境太好了，某些管理
者太过安逸了，一些老大难问题，总是“无
为而治”？

□

李迎春成都商报评论员

“五一”期间，国内景区门票价格再次
引发人们关注。有消息称，目前已进入国家
发改委规定的旅游景区票价三年一调整的
第二个“三年解禁”期。未来数月内，全国
将有超过 20 个知名景区门票涨价，涨幅从
20%到 60%不等。此前，借着 4月清明小长
假的“东风”，过半 5A 景区门票已争先恐
后迈入“百元时代”。记者发现，中国景区
门票价格一路看涨，国外大型著名景区的
门票价格却大多没有涨价，一直比较稳定。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副主任刘君
表示，中国的景区门票价格与中国的人均

收入不相符合，最高不应超过故宫 60 元的
价格水平。
对景区涨价，不管有多少理由，都无法

否认向公众敛财的事实；节前涨价，更是趁
火打劫。景区该不该涨价，能不能敛财，不
能一概而论，应视其性质而有所区别。对
此，目前从现象上分析的多，从性质上探讨
的少。
有专家把景区门票涨价归结为三个原

因：一是旅游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景区停留
在“门票经济阶段”，门票占游客在景区消
费的 80%至 90%；二是景区的攀比心理，你
涨我也涨，似乎价格低了有失身份；三是部
分地方垄断资源，门票是重要财政收入，为

捞钱对景区提价大开“方便之门”。从这些
原因看，涨价既有依赖门票的“客观需
求”，也有攀比捞钱的“主观意愿”。如果
没有外在制约，涨价确实是一种必然。事实
上，即便有外在制约，也会因“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而变形，甚至成为景区“合法涨
价”的借口。就像当下的一些涨价听证一
样，因为有了这种形式，涨价反而堂而皇
之，变得“合法”了。发改委三年才能调一
次的政策，原本是为了抑制景区涨价太过
频繁，结果却创造了三年必涨的循环。只不
过以前是一年一小涨，现在是三年一大涨。

专家说，门票价最高不应超过故宫 60
元的价格水平。此说靠谱。虽然之前故宫有

些问题受人非议，但多年来坚持不涨价的
做法值得称道。“争涨斗狠”的攀比让人不
耻，“安分守己”的攀比却让人尊敬。“要
脸”还是“要钱”，对很多景区来讲，的确
是个问题。之所以是个问题，就在于很多景
区及其利益相关方没有认识到那个“安
分”的分和“守己”的己究竟是什么，把
“公家”的名胜古迹当成私家牟利的什物。
这种颠倒的认识和行为，正是景区争相涨
价的内因。
景区并非不能涨价，但要区分性质。商

人花大价钱打造出的人工景区，收多少钱
自然由老板说了算，即便门票上万，也无可
厚非。但所谓的 5A景区，都是景区中的极

品，要么是自然遗产，要么是文化遗产，一
个是老天爷留下的，一个是老祖宗留下
的———有些还是双遗产。它们都是 “公
产”。如果还和商人一样，漫天喊价，嫌贫
爱富，就太不像话了。
名胜古迹不是商业场，而是公共财富，

各地不应将其“私有化”，而应让其回归公
益性质。这一点应该有刚性的制度安排和
物质保障。就像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地的省
级博物馆均已免费开放一样，名胜古迹未
必免费，但一定要是稳定的公益价格，故宫
算是一个标准。回归了公益性质的 5A 景
区，才能正本清源，真正摆脱“商业牟利”
的冲动。

□

付克友成都商报评论员

五一节前后，证监会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组合拳令人目不暇接！距离 4
月 27 日四大期货交易所同时宣布下
调手续费仅三天，沪深证券交易所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宣布，降低 A
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总体降幅为
25%。调整后的收费标准将于 6月 1日
实施。
多数市场分析认为，交易费用下调

对市场构成重大利好，甚至有人欢呼
“牛市要来了”。按照证监会的说法，此
次降低A股交易相关收费，预计年度
总额会达到约 30亿元，将明显降低市
场交易成本，减轻投资者负担。然而，也
有专家认为，降低股票交易费，对市场
而言只是“短期利好”，资金量较大的
短线操盘力量将有机会获取更多收益，
而对中小投资者影响有限。持这一观点
的人甚至认为，降低股票交易费是“鼓
励投资者增加短线交易”，从而有悖于
“价值投资和投资者风险教育”云云。

如果认为降低区区一点交易费，
就能破解中国股市的根本弊端，当然
是过于乐观，甚至可谓痴人说梦；但是
对于这种交易费用的降低，作出只是
“短期利好”甚至“弊大于利”的解
读，却令人费解。降低A股交易的相关
收费标准，凭什么说只是 “短期利
好”，长期就一定不利好呢？中国股市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交易成本过高；
降低A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其利
好肯定是长效的。事实上，也只有沿着
降低交易成本之路继续走下去，中国
股市才可能迎来春天。

交易成本，顾名思义就是指达成
一笔交易所要花费的成本。从制度经
济学理论上讲，股市之所以产生，本身
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即通过这样

一种市场机制，企业可以更高效地融资，
投资者可以更高效地投资。然而股市也
有好坏之分。好的股市，交易成本低；坏
的股市，交易成本高。这种交易成本，包
括显性的交易费用和隐性的交易费用。
前者包括股票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印
花税等；后者则是指制度上的弊端和缺
失，导致融资者和投资者在市场交易中
的各种成本增加。

事实上，郭树清就任证监会主席以
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政，都可以看做是
为降低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的举措。A股
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降低 25%，也就降
低了显性交易成本；当然，进一步降低印
花税将更给力，但非证监会可以独立而
为，尚需其他部门跟进。隐性成本方面，
正在做和还需要加大力度做的包括：对
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始终坚持“零
容忍”，净化资本市场，消除信息不对称，
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改革新股发行
体制，降低投资者的投机主义以及风险
成本；改进和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让
败絮其中者不再滥竽充数，可以大大节
约投资者的鉴别成本……

显然，这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比降低
A股交易收费更值得期待。毕竟，资本市
场最重要的是预期。如果股市对于降低
A股交易相关收费标准，在短期指数上
做出高歌猛进的反响，那么这种反响对
应的也是对未来的预期，即投资者相信
目前的利好只是一个前奏序曲，后面将
有一系列的制度性变革跟进，并将继续
降低股市及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

可以说，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宗旨，进
行大刀阔斧的制度性改革，才是中国股
市的真正出路。如此，郭树清就不用再为
“低收入人群和以退休金为生的人群”
进入股市而忧心忡忡，也不必再为他心
目中具有“罕见投资价值”的蓝筹股其
静态市盈率还不足 13 倍而郁闷难平了。

□

曾茜成都商报评论员

话说，央视新闻频道最近启用七名中
国传媒大学在校大学生，首次以实习播音
员的身份轮流亮相夜间播报，有网友戏称
这是央视故施美男计来诱惑大家“熬夜看
新闻”。甚至有网友爱屋及乌：“他说什么
我都能听进去！”“把他调到早间新闻吧，
绝对有利于全民早起！”
不过，娱乐的表达不见得都只隐藏着

一颗娱乐的心。在这个看多了“花样美男”
的年代，一些受众对央视实习主播外貌的
“垂涎欲滴”，恐怕不简单只因其“帅”，而
是这种符合大众口味的、有瑕疵的、亲民的
“帅”，竟然出现在向来严肃有余的央视新
闻主播上。换句话说，不是帅哥惊动了观
众，是央视“震惊”了观众。不要误以为观
众只想在央视窥帅，窃以为，观众对帅哥的

热捧，未必不是缘于他们对央视求新求变
的热烈欢迎。
透过帅哥看央视，与央视在中国电视

媒体中的独特地位关系紧密。作为国家电
视台的 CCTV，其播音员都有“国脸”之
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担心收视率的央
视总是牵制着受众，却非受制于观众或收
视市场。这种非市场选择的结果，使得央视
无论是风格还是内容，都自然与大家的期
望相去较远。特别是在地方电视台争先恐
后各领风骚以及新媒体通过网络分割传媒
市场后，相信央视也日渐感觉到了高处不
胜寒的“危机”。
其实，很多央视人也在通过个人改变

打破着央视给人留下的刻板形象：比如在
汶川大地震新闻播报中落泪的赵普，比如
辞掉全部官职专司“言人所不能言”的评
论员白岩松，以及以个人微博畅所欲言甚

至不时发出尖锐时论的邱启明、张泉灵等
等，人们在关注这些央视人个人行为的同
时，也更关注央视的态度和作为。尽管，这
其中似乎被动居多主动欠缺……

相反，让实习生亮相央视，虽不过是
选人政策上的一个小改变，但却足以代表
央视一个集体意欲打破传统严肃、沉闷、
僵硬形象的转身姿态。人们暂时对“帅主
播”的迷恋好像显得有些肤浅，但却或是
受众在用一种最简单的真实向央视的改
变表示欢欣。
不过，虽然启用符合大众审美的新颖

面孔来吸引受众，算是央视迈出了求新、亲
民、取悦市场的可贵一步。但央视也别偷着
乐，观众在央视窥帅，其实醉翁之意不在
酒，而意在想看到央视更多的实质改变。直
到真正以内容留人那一天，恐怕才算是符
合了人们对这一国家级媒体的真正寄望。

快拍成都 花花世界

裸男穿梭于
闹市车流中

百元大钞
擦脚惹争议

拍客★swkjzgq(稿酬：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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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小长假
又逢小长假，每个人都有着各

自的精彩和魅力。有人玩得尽兴，有
人坚守岗位，有人大婚，有人考学，
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体验

2012

年
4

月
30

日，成都国色天乡乐园，悬空飞椅快乐
刺激。

2012

年
4

月
28

日，成都市三圣小学拔河比赛，奋力拼搏的好小子。

2012

年
4

月
29

日，夜色下锦江河畔的恋曲。

拍客★乐摄猫(稿酬：300元)

拍客★轻履漫步(稿酬：100元)

2012

年
5

月
1

日，成都市金堂县新城区，

一辆超酷的载货敞蓬“越野车”， 穿行在公路
上。 危险！ 拍客★三十而坐(稿酬：100元)

2012

年
4

月
30

日， 都江堰虹口，市民享
受漂流带来的惊险、刺激。

2012

年
4

月
30

日，成都益州大道， 小长假期间工人坚守岗位。

拍客★凡提-萧(稿酬：100元)

拍客★laimingrong(稿酬：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