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中国股市一骑绝尘，让很多没有搭上

车的股民追悔莫及， 直呼 “百万富翁没

了”。没有想到，有专家也因此为中国各地

方政府主管的社保基金扼腕叹息。

2014

年年末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滚

存结余

50408.76

亿元，养老金累计结余

3

万多亿元 。专家推算 ，假设这些结余基

金全部买入股票 ，按上证指数同期涨幅

（从去年

4

月

30

日到今年

4

月

30

日上涨了

119%

）计算，则去年结余的

50408.76

亿元

少增值约

56407.40

亿元 。 即使按照稳健

投资、长期投资 、责任投资的理念 ，以结

余资金

20%

的比例购买股票， 社会保险

基金的投资损失也将达到约

10081.75

亿

元 。其中 ，养老金的投资损失当然也相

当可观。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活脱脱

让全体国人错失了一个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的千古良机嘛！问题是，账能不能这么

算呢？一个“无业游民”可以声称炒股赚了

一辆兰博基尼，在街头玩撞车游戏；但能

让每一个国人都通过炒股开上兰博基尼

吗？ 社保基金代表的正是国民整体利益。

再说， 这社保基金既然没有参与牛市，又

谈什么“损失”？从马后炮的角度，的确可

以开一张万亿空头支票，可万一牛市变熊

市，这八字没有一撇的“万亿损失”变成真

金白银的“万亿损失”，又当如何？

地方政府主管的社保基金，能不能进

入股市，以多大的比例进入股市，这并非

不能讨论。事实上作为国家社会保障储备

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早已进入股

市，地方社保基金也有试点。但是，这里还

有一个时间选择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地

方政府的社保基金恰恰不宜更多地进入

股市。换句话说，社保基金不仅没有损失，

甚至谈不上什么“错失”。

因为这一轮高歌猛进的牛市， 在一

定程度上是资金推动型的牛市。 从交易

量来看，自从

4

月

20

日沪市盘中成交额突

破万亿，这个数据就成为家常便饭；从股

民数量来看，截至

4

月

28

日，沪深共有

A

股

账户

1.99

亿户， 而新开账户还在以单周

400

万的速度猛增 。 在全民炒股的浪潮

中，

A

股指数水涨船高。 这里固然有

A

股

从

6000

掉跌到

2000

点的报复性上涨 ，有

新一轮改革红利的释放， 但是与艰难的

经济走势相背离，证明了

A

股澎湃的资金

力量 。显然 ，中国股市并不缺钱 。此时此

刻，社保基金大规模进入股市，不是锦上

添花，而是火上浇油，只能助长股市的非

理性因素。

的确，社保基金应该更多地助推中国

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应该更多地分享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它不应该为这

样的资金推动型牛市推波助澜，更不应该

在万众狂欢中加入投机的盛宴。这不是中

国经济的利好，也不是社保基金的福音。

90

后“网红”周梦晗积累了

10

万粉丝

并向她们售卖三无面膜， 直至一些买家

差点毁容并网上讨伐声日盛后， 号称已

年收入

8

位数的她便销声匿迹。这是一起

颇具代表性的朋友圈销售事件， 朋友圈

买卖的风险呈现无遗：售前无监管，售后

无保障，到头来连人都找不到，更别说花

出去的钱，和被毁了的脸。

但这样深刻的教训 ， 并不能阻止

“朋友圈销售 ”兴旺的趋势 ：一来 ，它颇

符合“互联网

+

”正在变革传统行业的趋

势，灵活便捷；二来，它也符合中国传统

生活的交易习惯，爱做熟人生意；当然 ，

它应该还受益于当下现实商业社会信

任度不佳的倒逼 ， 选择缺乏……所以 ，

千千万万的“周梦晗”还留在朋友圈里 ，

这些微商无所不卖，从自产自销的私家

独有 ，到海淘代购全球市场 ；但像周梦

晗事件中同样的风险并没有改善 ：朋友

圈交易没有制度保障，只依靠朋友信任

在勉力维系。

人们并不是不清楚这种模式的脆

弱。最近，网上就流传着一个“恍然大悟”

式的经典发问： 微商为什么都选择在朋

友圈卖东西，朋友之间不是应该送吗？这

个反问，不是逗逼青年在说傻话，相反 ，

里面满满地装着饱经世事的人生智慧 。

谁都清楚， 靠亲情和友情来维系一个基

于利益的商业模式是极不靠谱的， 传统

交易中“专烧熟人”现象并不是新鲜事 。

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绝不能感情用事 ，

所以才要求契约至上， 并需有保障契约

兑现的制度。 眼下甚嚣尘上的朋友圈销

售， 明显不具备这种成熟稳定的基础 ，

“人人都去做微商”注定是一场无法持续

的狂欢。

这并非否定微商，而是说，众多微商

注定要在这场混战中分出胜负， 也必须

要在这场混战中建立起比感情更可靠的

商业秩序。我们现在都热衷于谈论“互联

网

+

”， 所有的行业也都在经历着 “互联

网

+

”的洗礼。站在加法的角度，被互联网

“

+

” 过的未来商业秩序理当有别于传统

商业。人们为什么能忍受微商刷屏，因为

微商如唐僧般地碎碎念，几乎将采购、生

产乃至私生活全程直播……这种营销模

式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在传统商业中对

信息对等的渴求， 哪怕这里面有一些不

很道德的窥私欲， 但其实都在帮助消费

者完成对卖家仿佛了如指掌的 “幻想”，

以此强化信任。

重建信任，即使是“互联网

+

”的未来

商业模式， 也必须要由此奠基。 但仅有

“互联网”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不能全部

只是互联网公司，卖菜的仍需种好菜，卖

机器的仍需做好机器，“

+

” 后面的内容，

才是决定企业成功的关键。 否则就只能

是“互联网

-

”。周梦晗只是一个骗子，有

远见的商人必须要更重视踏踏实实的线

下生产， 线下产品质量和线上服务配套

的完美结合，才是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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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东县委原常委、 统战部部

长黄祝南， 被控在任副县长期间以母

亲患癌需买进口药为由， 通过其兄黄

祝明向企业老板索贿

16

万美元。 庭审

时一度引发是索贿还是借款之争。办

案人员调查表明， 这笔钱其实并没有

用于救治母亲，因此认定属于索贿。而

这样的索贿比一般情况下的索贿更为

可恨———既缺失了“官德”，还缺失了

“孝德”和“人德”，实在是没了人味！

□

曾茜 成都商报评论员

E-mail

：

cdsbmjpl@sina.com

互联网“加减法”决定微商生与死

牛市能让国人都开上兰博基尼吗

导游骂人常常有

为何云南特别多

□

付克友 成都

□

徐琼 成都

病母成为摇钱树

官德人味都没了

导游又骂游客了，而且又是云南。

五一假期，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西双

版纳旅游大巴上， 女导游因游客消费

低大发雷霆，大骂“你们的良心和道德

在哪里？”

当然，这位口不歇气连骂

5

分钟的

导游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5

月

3

日，

该导游被吊销导游证， 所在旅行社停

业整顿并被罚款

2

万元。 导游强迫购

物，不成即辱骂游客，这事并不少见，

国内除了香港， 近年就数云南曝光最

多：

2013

年， 云南香格里拉导游威胁

“把刀架在脖子上 ” 强推自费项目 ；

2014

年，云南一导游骂游客“不买东西

比卖淫可耻”。这一次，女导游骂得更

加理直气壮，“我付出了四天时间，有

父母、孩子，如果大家不消费，对得起

你们的良心吗？”

不出所料，女导游有自己的委屈，

她带的这个低价团， 合同上签的就是

旅游购物团 ，“只有游客多多购物消

费，自己才能拿到带团的酬劳”。经过

这么多年的媒体报道与旅游警示，低

团费甚至零团费乃强迫购物等旅游乱

象的根源，这已是常识。但不好解释的

是，恶导游常常有，为何云南特别多？

不得不提云南旅游地理有其特殊

性。旅游市场分两种，一为自组市场，

一为地接市场， 后者的旅游目的地多

为经济欠发达、但旅游资源丰富地区，

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

87%

来自地接市

场，需要向输出地请求客源。但云南四

周不乏跟它同样处境同样想法的类似

省份， 更要命的是， 云南偏居西南尽

头、远离东部发达地区的特殊地位，使

其在激烈的客源竞争中极端不利。比

如一个上海人，想出门玩

5

晚

6

天，去海

南也许要

2000

元， 去云南可能要

4000

元，除了少数旅游倾向明确的游客，普

通人会作何选择不难想象。

云南有旅游大省的面子，内部却是

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里子。去年施行

的《旅游法》，曾被公众寄望能杜绝低价

团、零团费，终结导游无劳动合同、无底

薪、无保险、靠引导游客购物收取返点

回扣等乱象。事实证明，徒法不足以自

行， 恶性竞争的市场意味着市场失灵，

政府是否有决心规范市场、 严格执法，

才是导游不再变导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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