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再紧发条” 精细化运营至关重要

眼下， 网约车行业早已走过了资本草
莽阶段，对运营、技术、供应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尤其是安全保障方面。 对于各聚合
打车平台来说， 安全是高悬在头顶上的第
一把剑。

“通过一个聚合打车手机 App，就能够
打到不同服务商、不同类型的车，同时各服
务商的出行优惠从高到低一目了然， 使用
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我也有担忧。 ”张
燕告诉记者，从聚合平台呼叫网约车，一旦
出现问题，聚合平台要不要担责？ 该担什么
责？ 聚合平台是否应作为“网约车平台”接
受相应监管？

有网约车品牌的相关负责人坦言，在
原本的网约车模式下， 一旦产生纠纷或争
议，首先被追责的就是平台，在“聚合模式”
下，平台如何保证第三方车辆的安全、发生
事故后的追责对象是平台还是第三方、用户
会不会变成“被踢来踢去的皮球”等都有待
明确，“除了解决运力紧张以外，网约车该有
的问题， 在聚合模式下或许并不会减少，搞

不好由于‘多边’而令问题更为复杂化”。
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离不开

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2022年以来，监管部门
对于网约车平台的监管仍在加强。今年上半
年，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
8 部门联合修订发布《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监管
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多部门事前事中事后
全链条联合监管事项进行了完善，对处置措
施和操作流程进行了细化，以便于各级相关
部门操作实施。从 2021年 9月起，交通运输
部每月公布 36个中心城市网约车合规率情
况，包括我省合肥市。

“网约车下半场竞争将不再是烧钱补贴
模式，该模式只能带来短期内流量变化，数
据好看，实际不可持续。 价格敏感的客户没
有绝对忠诚度， 哪个平台便宜就去哪个平
台。 对司机而言也是如此，补贴模式只会加
速司机流动， 而人员流动将直接影响平台
的使用体验。 ” 曹操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是精细化运营的竞争，烧钱补贴模
式将成为落后工具。 ”

竞争“重出江湖” 聚合打车成为新战场

“打车又有了新渠道！ ”8 月 5日，合肥市
民张燕惊喜地发现，通过微信可以约车。

“腾讯出行服务入口放在了微信内 ，可
以通过‘我的—服务—出行服务’进入，也可
以在小程序搜索‘腾讯出行服务’进入。目前
打车功能排在‘交通出行’板块的第一位。 ”
张燕告诉记者，与曹操出行、滴滴出行不同，
腾讯的出行服务提供的是聚合服务，与高德
地图、美团相似，“输入目的地之后，就出现
了包括曹操出行、 首汽约车、 哈啰快车、T3
出行等 10 多家网约车品牌， 服务分为经济
型、优选型、舒适型，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挺方便的。 ”
从目前的价格来看，记者对比后发现，非

高峰时间段内，同样是 6.2 公里的距离，腾讯
出行服务提供的经济型网约车价格在 10 元
到 15元不等，一家聚合服务平台给出的价格
是 11 元到 16 元不等， 而另一家自有运力的
App 显示的价格为 13.8 元。 腾讯出行推出的
打车服务，整体价格相对偏低一点。

当腾讯以聚合平台模式做起了打车生
意的时候， 华为也推出了众测版打车应用
“Petal 出行”。 根据华为终端 BG 首席运营官
何刚的介绍，华为打造的全新鸿蒙服务卡片

“Petal 出行”， 是一个基于华为自研地图引
擎能力提供的聚合打车服务。基于三代鸿蒙
操作系统，“Petal 出行”支持“多设备流转”，
无需下载，能在手机、手表、平板、PC 等设备
间协同使用。

有专家分析， 聚合打车模式的最大优势
在于“门槛低”。聚合打车模式，本质上是流量
生意，平台并不参与接送客人服务，仅为各出
行服务商提供流量入口。 这类似于淘宝并不
直接参与用户与商家之间的交易， 仅为商家
提供平台、支付服务等。聚合打车模式相对应
的是自有模式，如滴滴出行、曹操出行等。 相
比较提供自营运力，聚合平台运营成本低，可
接入的服务商体量大，比如，腾讯打车有微信
作为天然入口， 华为可以通过手机预装或鸿
蒙系统的轻应用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 两者
进军网约车市场有先天优势。

日均两千万订单 网约车市场前景可期

炎炎夏日 ，咋打车 ？ 8 月 4 日 ，记者在
合肥市南二环路与潜山路交口处， 随机采
访了 20 位市民，其中 18 位市民均表示 “出
发前，在室内先用手机下单，再乘坐网约车
出发”。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消费者对网约车的
认识逐渐加深，使用习惯已经养成。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9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 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达 4.53 亿 ，较
2020 年 12 月增长 8733 万 ， 占网民整体的
43.9% 。 另据威尔森汽车智能决策发布的
《2021 出行行业市场洞察》报告，2025 年中国

网约车市场规模预期将达到 4341 亿元 ，
2022~2025 年中国网约车市场规模复合增速
约为 10%。

而根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的最新
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全国共有 277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
可，环比增加 3 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
证 453.0 万本、车辆运输证 183.7 万本，环比
分别增长 3.1%、4.3%。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
平台 6 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 6.4 亿单， 环比
上升 20.7%。 从 6 月份的数据来看，平均每天
就有 2000 多万个出行订单。

面对如此巨大的网约车市场 ， 一直以

来，入局者不在少数。 去年 7 月 ，滴滴出行
App 在应用商店内下架以来 ，美团打车 、曹
操出行 、 高德打车 、T3 出行等纷纷瞄准市
场“空窗期”布局。 以美团打车为例，同样主
打聚合打车服务功能的它 ， 找准时机重新
上线后 ， 高峰装载量一度飙升至 40 倍 ；高
德打车跟进补贴，陆续推出多重司机免佣 、
用户通勤优惠等活动 ， 对用户 、 司机进行
“抢夺”。

市场前景可期， 但新入局的玩家还能分
到一杯羹吗？ 记者统计发现，2021 年国内网
约车市场几乎被滴滴独占， 尽管后续受下架
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直
到 2022 年初，其仍保有七成左右的市场。 此
外，经历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用户还是网约车
司机都已经对特定平台形成了强黏性。 若想
从现有平台手中“抢用户”“抢司机”，运营压
力并不小。

2022年 8月 9日 星期二 责编/马珺 版式/孙冠贤网事在线10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网络 站·ee

读懂“村 BA”中的文化图景

■ 韩小乔

贵州黔东南州地区“美丽乡村”系列篮球赛事因现场气氛火爆
被球迷戏称为“村 BA”。 从吸引十里八乡的村民，到吸引百万网友
在线围观，再到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转发点赞，乡间篮球赛何以
火速蹿红？

或许篮球场地一般，球员也上演不了“暴扣”绝技，“村 BA”却
更贴近群众、更有烟火味。 场上球员热血沸腾挥洒汗水，场下邻里
乡亲热情唠嗑，中场休息时阿哥阿姐欢歌热舞，夺冠奖品是一头黄
牛；“这是我们村的球队”“这位队员是我好友”“啦啦队有我的姐
妹”……有别于其他赛事的都市气质，“村 BA”里有着最地道的乡
土情怀。 不用刻意拔高“村 BA”的水平，正是这样土生土长的原生
状态，才能与乡村文化同频共振。

“村 BA” 的火爆也说明农村群众对文体生活有着巨大的需
求。 自由自在、心随球动，毫无功利之心，即便赛事打得没日没夜，
也从不缺少选手和观众。 当地村民自己组织、自愿报名 、自发聚
集、自我服务，把这场业余比赛做得有模有样。 强大的凝聚力来自
于每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喜爱、对体育精神的高度认同。 如此广泛
的群众基础和参与热情，是对全民体育、健康中国的生动诠释。 民
间篮球赛事从无到有，从星星之火到遍地燎原，无不说明，随着社
会进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加旺盛，体育能为人们带来最
淳朴的幸福和快乐。

“村 BA”中，不仅有精彩的体育赛事，还有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运动和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乡村振兴，体育不能缺位。去年，贵
州省以“美丽乡村”篮球联赛为媒介，宣传山水美景，带动旅游经济
发展，不仅有效提振乡村人气，拉近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也开拓了
更加广阔的农村市场。 以赛助旅、以赛扶产，从群众喜爱的运动入
手，形成“体育赛事+乡村旅游+传统文化+全民健身”的乡村发展
新图景。

体育无界，快乐无价。 未来，“村 BA”或许可以和专业联赛在更
多层面实现互补，或者在乡村振兴中被赋予更多使命。 但无论如何
发展，都不要忘记初心，享受挑战和拼搏的乐趣，让热爱得到释放和
满足，这才是体育运动最纯粹、最本真的模样。

中消协将对月饼过度包装开展消费监督

8 月 5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息，将在中秋节前联合中国
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对月饼过度包装情况进行消费监督，倡导
月饼产品回归食品本身属性和简约适度包装的理念。此次消费监督
工作将参考新修订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
性国家标准。考虑到新标准将于 2023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企业和
市场还存在标准过渡期，监督工作将兼顾过渡期“双标并行”。 中消
协将发动全国消费维权志愿者采取随手拍等方式对线上线下销售
的月饼包装进行监督，同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调查并向社会公布调
查结果。

点评：“食品是用来吃的”， 这本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然而近年
来，以月饼为代表的节令食品纷纷穿上了奢华“外衣”，实木、金属包
装盒辅以绸缎内衬，令其身价倍增。过度包装偏离了食品的本源，又
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不符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

网友热议：
@花房車厘子：支持！ 过度华丽包装，华而不实，是一种资源

浪费。
@ 哈哼要开心：我家都是自己做，没空做的话就去小区的甜品

店买点，用料实在还健康。

抓捕现场民警集体“说谎”

近日，浙江嘉兴市海盐县警方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犯罪嫌疑
人为张某。 民警上门抓捕时，一进门看到了张某妻子和两个年幼孩
子，民警们便收起了手铐和警察证，谎称要聊“工地上的事情”，还安
慰其家人，直到将嫌疑人带上警车。

点评：“善意的谎言”也好，“柔性抓捕”也罢，面对需要抓捕的嫌
疑人，警察们融入了换位思考的体谅和将心比心的成全，不仅维护
了一位父亲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也保护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这
样的善意和温暖，让执法活动更具有感染力。

网友热议：
@ 红豆抹茶冰拿铁不加糖：有温度的执法。
@ 平城客：抓是正义，不让孩子现场看到是温情，放出来让大

家看就是告诉你别犯法，犯法了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家人，更对不起
社会。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日渐拥挤的网约车赛道，最近迎来两位“新玩家”：腾讯出行在微
信内测网约车服务、华为推出了众测版打车应用“Petal 出行”。 腾讯、
华为两家公司不约而同选择接入合规的出行服务商， 为用户提供聚
合出行服务。 记者统计发现，目前，聚合打车模式已经成为各互联网
巨头布局网约车市场的主要途径，集结了阿里高德、美团、百度、腾
讯、华为等多位玩家。 网约车市场为何引得各路平台纷纷涌入？ 将给
大家的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 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恶意投诉”该治了 张雨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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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二季度责令整改 358款 App
8月 3 日， 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 2022

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 通告显
示，工信部组织检测 57 万款 App，责令整
改 358 款，公开通报 121 款。 12321 受理中
心共接到不良手机应用有效投诉 3.14 万
件次，环比下降 25%，同比下降 27%。 受理
关于骚扰电话的投诉 7.62 万件，环比上升
53.0%，同比下降 10.1%。

2022 年第二季度， 互联网信息服务投
诉平台共收到互联网用户投诉 33.56 万
件。 其中， 渠道反馈类投诉 14.82 万件，占
比 44.2%； 服务功能类投诉 12.97 万件，占
比 38.7%；个人信息保护类投诉 2.99 万件，

占比 8.9%； 其他类投诉 2.77 万件， 占比
8.2%。在接入平台的 139 家互联网企业中，
北京畅游时代数码、广东长城宽带、重庆度
小满等 5 家企业投诉处理及时率未达到
95%的指标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督促
相关企业改进提升。

在加强 App 用户权益保护方面， 工信
部组织开展应用商店在架 App 季度抽测，
OPPO、 华为、vivo 应用商店 App 抽检合格
率环比分别提升 19.3%、8.3%、6.1%， 分发
下载排名前十的应用商店整体抽测合格率
环比提升 8.1%。指导 360、快手两家分发平
台率先建立 App 签名认证体系， 帮助用户

提高对恶意、仿冒类 App 的识别防范能力。
组织召开 “护童计划———App 儿童个人信
息保护评审会”，积极引导企业加强未成年
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引导 App 技术检测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组织实施 App 用户权
益保护检测能力一致性比对验证， 首批 6
家企业通过验证。

在电信用户申诉情况方面 ，2022 年
第二季度 ， 全国电信用户申诉率为 25.8
人次 /百万用户。其中，涉及服务争议的电
信用户申诉率为 12.3 人次 /百万用户 ，占
比 47.5%；涉及资费、收费、营销争议的电
信用户申诉率为 9.7 人次 /百万用户 ，占

比 37.6%；涉及网络质量 、信息安全的电
信用户申诉率为 3.9 人次 /百万用户 ，占
比 14.9%。

工信部提醒广大用户， 增强安全防范
意识，不要轻易回复陌生短信、点击来历不
明的链接、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或者向
他人透露短信验证码等， 防止个人信息泄
露和受骗上当。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