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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网约车”相关动向，备受中国
网民关注。至少两起事件，在中国网友看来，堪
称“历史性时刻”、“世界性意义”。它们都发生
在下午。

一是，7 月 28 日下午，“网约车新政”公
布，“网约车合法化”迈出关键一步。舆论对此
普遍叫好，认为“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对
网约车的正式规范”，必将极大促进我国“互联
网+出行”分享经济产业发展。

二是，8 月 1 日下午，滴滴出行和优步中国
宣布合并。这两家公司在中国大陆移动出行领域
占有极高份额。看好者认为，合并将加快行业整
合。也有观点担心，合并可能带来垄断等负面影
响。

一切都是结果，一切又都是开始。无论如
何，这两起事件，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都将对
行业、用户、司机、平台产生长远影响。

多方共赢：“新规”最大利好

7月28日下午，交通运输部在国家新闻中心
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 《关于深
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暂行办法》
明确指出“有序发展网约车”，一锤定
音，将争议已久的网约车“合法化”。此
办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

这个“网约车新规”公布后，除
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商业门户的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全面
参与报道和评述外，直播、网络电台
等新兴平台也参与其中。整体看，舆
论普遍为政策出台叫好，称有助于实
现多方共赢，必将极大促进我国“互
联网+出行”分享经济产业发展。

“网约车新政”甫一公布，神舟专
车、嘀嗒拼车、滴滴出行、优步中国
等约车公司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和
欢迎。神州专车对文件出台“表示欢
迎”。嘀嗒拼车称，“嘀嗒拼车对此表示备受鼓
舞！”滴滴出行发表声明称，“网约车合法是国家
对发展分享经济的肯定和鼓励。”优步中国认为

“见证了中国网约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暂
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网约车行业正式踏入了规范
健康发展的新征程”。

“网约车的‘合法化’，就是用改革呼应坊间
的民意和创新，可以肯定，这样的‘民之所望，
政之所向’的改革越多，就越是社会之幸。”人
民日报文章 《解好出租车改革的“利益四边
形”》的观点，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新华网文章 《专车新政让“互联网+”出行
回到市场主导模式》 称，《暂行办法》 不仅是新
时代城市出行领域规范的基本法，也是互联网+
产业革命探索的基本法。同时，专车新政也让我
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承认专车合法化的国家，
是立法者对近年来国内外网约车发展实践的科学
总结，是互联网+出行领域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旗
帜，充分体现出立法者面向互联网+产业大势所
趋的高瞻远瞩。

澎湃新闻网《网约车新政宽容度超预期：定
性为预约出租客运，强化属地管理》认为网约车
平台接入的车辆将第一次有法可依，各地出租车
和网约车对立的状态或将不复存在。

网民“并没有很酷的名字”表示：“我觉得
这是咱们政府的进步，把决定权交给消费者，让
市场来优胜劣汰，很棒。”网民“呵呵一笑你醉

了吗”表示：“新政策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顺
应民心。”网民“郑州市一个好市民”表示：“网
约车、专用驾驶许可证、汽车运营许可、还有八
年报废期等等，这些规定都很公平，很好啊！”

有法可依：规范竞争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规出台前，对于“网
约车”各地政策不一，而新规出台将使网约车经
营服务规范起来。

北青网 《新规出台以前 各地如何看待“专
车”？》 一文，梳理了上海、广州、深圳、太原、
沈阳、南京等主要城市出租车和专车的相关政
策。统计发现，各地大概分为“明确支持派”、

“明确反对派”和“规范发展派”三类情况。而
新规的出台使得网约车经营服务可以依法合规、
有序发展。

舆论认为，此新规还将推动传统出租车行业
改革。新华网文章 《网约车新政：既是“定心
丸”，也是“紧箍咒”》 引用三位出租车行业的
领军人物的观点称，新政对于网约车和出租车的

公平竞争是有好处的，司机对行业的信心有所提
升，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行业的法制
建设，有利于城市出行的优化，有利于驾驶员队
伍的规范发展。

另外，“属地管理”原则让“地方版”新规
值得期待。微信号“滴滴出行”文章《网约车合
法！分享经济获国家肯定》称，希望地方政府在
落实《暂行办法》时，能明确对兼职司机区别管
理，进一步加大出行领域的供给侧改革。

人民网文章《网约车确认合法出租车行业将
迎来历史变革》 称，网约车的“属地管理”原
则，也为未来地方版新政充满了变数。东南大学
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表
示，未来根据本地实际“量体裁衣”出台具体方
案落实中央改革意图，将考验地方政府交通治理
能力。目前各地新政已经在酝酿中，如上海的地
方新政已经在征求意见之中。

分析认为，更具体政策规定应该出台。例如
《暂行办法》 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有价格
违法行为。而何为不正当价格行为，补贴、收费
到底应如何平衡，等等，都需要进行规定。网民

“绿洲在望”希望“相应的规章制度配套要跟
上，这样才保护司机和乘客的权益”。网民“埃
尔楠德斯在奋斗”建言称，“规范化营运车辆，
疏导交通尤其是需求密集地区的交通，提高保证
营运人员素质应是接下来的重点。”

此外，安全仍是关注焦点。“网约车在业态

方面体现了共享经济理念，区别于传统出租车行
业，但在安全方面，新兴业态也不能成为法外之
地。”《北京青年报》文章《网约车合法后必须更
安全》在网上受到关注。网民“成为粉红色的小
粉红”认为“监管要到位，别让专车成了犯罪分
子新市场”，“临风聴雪”直言“监管应该到位，
服务应该到位”。

重点关注：滴滴优步“合并”

8 月 1 日下午，滴滴出行宣布将收购优步中
国在中国大陆的全部资产，包括品牌、业务、数
据等。同时，优步中国将成为滴滴最大股东，持
合并后公司20%股权。

一天后，相关新闻报道及转载约3530篇，微
信文章 2917 篇，新浪主贴 1504 条。两天后，新
浪微话题#滴滴与 Uber中国合并#阅读量为 6196
万，讨论数为6690。

对于合并原因，媒体有大量分析。“上海观
察”文章《滴滴优步为何选择“在一起”》分析称，
推动优步中国区业务与滴滴合并的动因，源自于

优步计划推动 IPO，而此需要控制住在
中国市场的亏损。在资本层面，滴滴与
优步有共同的投资方，在业务上，两家
都以低价补贴来吸引用户。而直接导致
做出合并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
和7月28日刚刚颁布的新版《网约车规
定》有关。

部分观点看好两家公司合并。纽
约时报中文网文章 《优步中国将与滴
滴出行合并》 称，如果这次收购成
功，对两家公司来说，将是一次重大
的和解。网友“李大霄”认为：“这一
里程碑式的交易标志着我国共享出行
行业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
重要消息，加速行业整合。”

微信公众号“创业邦杂志”一篇文
章称，滴滴与 Uber中国合并，会减少竞
争带来的不必要花费，统一市场，规范
行业秩序，合并后优势互补一加一大于

二。
也有观点不看好二者合并。主要集中在产生

垄断，可能提价及补贴减少等方面。
财经网文章 《滴滴收购优步中国 移动出行

垄断趋势或将悄然形成》称，移动出行领域的市
场垄断趋势或已悄然形成，滴滴已无其他对手。
虎嗅网文章 《滴滴与 Uber 中国合并，但有三个
问题悬而未决》称，补贴红利将尽，乘客和司机
的忠诚度或受考验，“用户留存率”成为衡量生
死的重要指标。

搜狐网文章《滴滴+Uber：合并只是止血》提出
问题：维持比出租车稍低的价格，两家公司此前烧
掉的数十亿美元要如何挣回来？而习惯便宜的人
们，能否接受打车平台为提升利润而再度提价？

BBC中文网文章《身份合法后数日滴滴出行
与优步中国合并》称，滴滴出行和优步中国两家
合并后将对中国传统出租车行业构成更强大的竞
争压力。而网友“肖锋”称：“希望合并后的新
公司能走出一条新路来，不要变成之前它们鄙视
的传统出租车业。当然，也希望政府能严加监
管，防止新的垄断公司店大欺客，必要时，应启
动《反垄断法》。”

同时，也有舆论认为滴滴形成绝对垄断没那
么容易。毕竟，互联网约租车公司要面对的竞争
者与管理者，不仅仅是互联网约租车公司，也包
括线下出租车公司和各种地方政府可能扶持的地
方约租车公司。

“网约车新政”
赢得普遍叫好

““网约车网约车新政新政””
赢得普赢得普遍叫好遍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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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岛侠客岛《《高规格的共青团改革高规格的共青团改革，，背后有何政治考量背后有何政治考量？》？》

网友“Mr.IZ”：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共青团改革是一次从当下就变革未来的实

践。

网友网友““Mr.IZMr.IZ”：”：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共青团改革是一次从当下就变革未来的实

践。

侠客岛《揭秘解放军规模最大的“朱日和军演”》侠客岛侠客岛《《揭秘解放军规模最大的揭秘解放军规模最大的““朱日和军演朱日和军演”》”》

网友网友““海阔天空陈海海阔天空陈海”：”：
咱当过兵的人，看金戈铁马军旗红，听沙场点兵炮声隆，过

瘾！国不可一日无防，战争和和平都需要军人！致敬所有现役的和
退役的真正的军人！

学习小组学习小组《《习近平习近平：：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

网友网友““梅花梅花”：”：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

敢敌”，这句话说得很好。在“八一”建军节之际，习大大对部
队军人及家属给予特别的关爱，这些特殊政策让军人们解决后顾
之忧，让军人们能全身心地保卫祖国。

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文章《《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含金量含金量””在提高在提高》》

被被《《阿思达克财经新闻阿思达克财经新闻》《》《文汇报文汇报》》等转引等转引

看好中国经济，我们有充足的底气。首先，我国十几亿人口的正
常生活就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不会陷入负增
长，因为保证基本民生的生产，会对整个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支撑作
用。现在我们观察产业、观察投资会发现，所有与消费相关的产业，
像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工业、家用电器工业、家具、电脑和手机等，
增长都是比较稳定的，这和一些重化工业的困难形成比较明显的反
差。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网络直播太乱必须治网络直播太乱必须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网络直播平台正在朝这种泛娱乐化方向演
变，有学者将其称为“传媒商业逻辑对文化逻辑的严重逼仄”，其
提供的肤浅甚至是恶俗的快乐是欲望发泄式的，缺乏思索和精神参
与，其消费主义和泛娱乐的诉求正在瓦解一些传统文化价值体系。
长期接受这种泛娱乐文化熏陶的受众，其精神生态可能面临失衡。
因此相对应的社会心态和文化也可能产生变异。这是必须警惕的。

被《华侨报》《香港新闻网》等转引被被《《华侨报华侨报》《》《香港新闻网香港新闻网》》等转引等转引

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评论文章《“萨德”成为韩国的烫手山芋》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评论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评论文章《“《“萨德萨德””成为韩国的烫手山芋成为韩国的烫手山芋》》

被被《《紫荆网紫荆网》》全文转引全文转引

应对朝鲜威胁，是韩美一再强调的部署“萨德”的理由，然
而引入“萨德”不过是缘木求鱼，将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增添新
的障碍。半岛问题的焦点是无核化，但部署“萨德”无助于阻止
朝鲜的核开发；相反，今后围绕“萨德”的争斗，很可能成为影
响半岛问题的首要安全问题，而使无核化失焦。不仅如此，“萨
德”之争还可能削弱或干扰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合
作。

本周，一组英雄妻子的朋友
圈截图，感动了不少网友。

“听说你去了天堂，天堂究
竟有多美，美到你不想回来。”
这样感人的词句，出自已牺牲的
歼15飞行员张超的妻子所写的朋
友圈。

今年 4 月 27 日 12 时 59 分，
我海军航空兵正营职中队长、海
军少校、一级飞行员张超在驾驶
舰载战斗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接
地时，突发电传故障。危机关
头，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
战机，推杆无效、被迫跳伞，坠地
受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在其牺牲后，张超妻子在朋
友圈，连续写下催泪长文。流传
出来后，让网友大呼感动，“英
雄不会被忘记”。大家纷纷留言
安慰，还有网友手绘出了飞机坠
地的场景，表达缅怀之情。

英雄英雄，，不会被忘记不会被忘记

图为张超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图为网友手绘的飞机坠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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