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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刘荣芬、刘
占行） 8 月 13 至 14 日，由
人民日报海外网三农频道
主办的首届世界甄氏文化
论 坛 在 河 北 美 术 学 院 召
开。人民日报海外网、世
界各地甄氏宗亲会、甄氏
文化研究会、甄氏宗亲联
谊会代表共计 500 余人参
会。

甄 氏 文 化 源 远 流 长 ，
甄氏家族如今在海内外有
40 余万人，遍布在全国各
地以及美国、加拿大、菲
律 宾 、 马 来 西 亚 、 新 加
坡、委内瑞拉、墨西哥、
英国、哥斯达黎加、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等地
区。在美、加、新及香港
等地建有甄舜河堂、甄氏
联合会、甄汤中山会馆等
宗亲组织，广东省开平市
设舜河侨刊社、舜河纪念
堂，出版不定期刊物《舜河
侨刊》。

本次世界甄氏论坛历
时两天，以“传承发展、
共建甄情”为主题。来自
海内外的甄氏宗亲共同探
讨了海内外甄氏文化的发

展，促进了海内外甄氏文化交流。
人民日报海外网副总编辑徐蕾、河

北省新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勇、河
北美术学院院长甄忠义、河北甄氏宗亲
会会长甄志等出席并发言。

泥沙俱下折射行业乱局

今年初，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某商旅订票平台倒卖英航和日航的里
程积分，以换取违规机票给当事人，导致当事人不仅无法登机，而且还在
机场被日本执法人员带走盘问。

随后，国内几家主要网络商旅订票平台陆续被曝光多起“假机票”事
件。平台运营商低买高卖蒙骗旅客，把里程积分兑换的免费机票出售给不
知情的旅客的“惯用手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浮出水面。直到现在，当笔者
在淘宝网上输入关键词“里程兑换”时，搜索页面上仍然出现了多达4页
的交易信息，明码标价收购和出售各个航空公司的里程。

相对于“假机票”事件，外卖平台“黑厨房”频现则更加牵动公众目
光。前不久，媒体曝光了广州某大学后山深处一家无照经营的“黑厨
房”。随意摆放的抹布和饭盒、污水横流的地面，破旧不堪的厨房……这
些触目惊心的场面与该厨房在外卖平台上的好评如潮形成巨大反差。无独
有偶，今年3月，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总队会同通州局查封了
一家位于通州北苑附近的“黑厨房”，在现场，热好的盒饭就放在垃圾桶

旁边，而冷冻的半成品是放在洗碗池里通过热水解冻的。
事实上，以上案例只是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试水互联网所面临问

题的冰山一角，同时也折射出行业变革背后的困局。
在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国家经济正在进一步朝健康优

化的方向发展，内需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火车头”，由此带动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如今，互联网在服务业已经实现了全方位应用，住宿、餐
饮、旅游、物流、娱乐、金融、交通、医疗、教育等行业都在被互联网
化。同时，“互联网+”也催生出网络购物、网络游戏、在线租车等大批新
兴行业和新型业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的社会化分工重组。

在此背景下，传统服务行业不论企业规模、从业年限、人员配备，几
乎是以“泥沙俱下”的方式整体投身互联网大军，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传统
业态“互联网化”的同时，也将过去的弊病同时“上线”，成为诸多问题
的诱因。

发展风口凸显转型迷思

过去，传统服务业曾一度陷入低迷状态，而互联网新技术的出现，让
低成本、高效率、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变得可行，也让服务行业的发展
潜力被重新发掘。

以餐饮业为例，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餐饮企业长期面临困难局面，
2013年、2014年，餐饮行业甚至出现一定规模的倒闭潮，陷入除“非典”
时期的最低谷。然而，在餐饮行业进入“O2O”（线上到线下的电商模
式） 时代后，“触底反弹”就成为整个行业的“关键词”。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国内餐饮O2O的市场规模突破1300亿，全国餐饮行业互联网+在线
用户已经超过了2亿，展现出国内餐饮市场的巨大前景。

然而，面临互联网所带来的发展“风口”，相当部分的传统服务业几
乎是迷茫中前行。

一方面，在互联网变革的进程中，苏宁、国美等原有依托传统渠道的
企业被逐渐替代，京东甚至“打败了一整条中关村商业街”。面临“互联
网+”的压力，传统服务行业原有的经营模式受到很大冲击，经营业绩并
不理想，现实使各类服务企业在未做充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迫加速转型，
全面“触网”。然而，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是，过去中国服务业企业整体
规模偏小、品牌价值不高、专业服务能力不强，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转型
企业只是徒具互联网的外衣，却并未实现自身的网络生态圈的构建，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O2O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服务类企业即使插上了互联网的
翅膀，也难以“飞得更高”。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服务业”的机遇下，大批没有任何传统服务
业从业经验的互联网人士加入创业大军。他们在打造线上服务平台的时
候，虽然在系统设计、产品包装乃至营销理念上都十分新潮，展现出过去
传统服务业未能提供的全新服务，但往往忽视线下用户体验，结果只是

“按下葫芦浮起瓢”，萌生诸多问题。
可以说，如何既能坚守自身行业必要的固有属性，又能借助互联网手

段对企业产生结构性改造升级，成为传统服务业在互联网转型过程中最大
的迷思。

“升级打怪”或成未来趋势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主要增长动力已经转向创新和技术
领域，而随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越发凸显，传统服务业主动或
被动拥抱互联网将是发展的必然。

而在传统服务业搭上转型快车，正在“野蛮生长”的当下，业界逐渐
意识到，传统服务行业在改革的大潮中已经显现出诸多漏洞和疲态，如果
继续保持固有思维进行运营和发展，则势必又将进入另一个死胡同。

如何规范线上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实现行业长远发展，成为摆在每
一个从业者面前的问题。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监管缺失是传统服务业拥抱“互联网+”过程
中，产生行业乱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新兴业态而言，监管往往存在一
定的滞后性。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针对传统服务业在互联网转型中所出
现的问题，虽然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在以不同形式出面监管，也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但目前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监管模式难以根治这些弊
端，相关部门仍然存在着管理规则不统一、多头管理、执法不到位、执法
力量不足等问题，从制度层面改变监管现状是规范服务业的互联网业务势
在必行。

比如，在网络餐饮行业，虽然去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经将网络食
品交易纳入监管范畴，要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
行实名登记，并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但面对今年频发的“黑厨房”

“PS 营业执照”等问题，如何形成线上线下餐饮经营企业形成一体化监
管，建立食品源头追溯和举报机制，同时制定符合互联网特点的监督执法
措施，仍然是一个亟待破解的命题。

可以预见，在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
一段完善监管、不断“打怪”的过程，而打造统一、协调、完整的监管体
系，则是推动传统服务业突破转型迷思，实现长远发展的必要途径。

试水网络问题频现试水网络问题频现 监管监管缺失缺失亟待补漏亟待补漏

网络时代网络时代，，服务业转型的迷思服务业转型的迷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卢泽华卢泽华

网上中国

作为城市居民，如今的你能否想象离开“手机打

车”“网络订餐”“网上购票”的生活？在人们的衣食

住行都被“网络化”的今天，传统服务业正热情拥抱

互联网，迅速实现着转型。然而，对于新兴事物而

言，“乱象”与“繁荣”往往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始终

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交织存在。

外卖“黑厨房”屡禁不止，信息泄露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弊端让一直谋求长远发展的传统服务业，陷入

互联网转型的迷思。而对于身处互联网风口的从业者

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机会最好的时代，但也可能是问题

最多的时代。

图为世界图为世界甄氏文化论坛现场甄氏文化论坛现场

前些天和刚毕业的师弟聊
天，他对在一个大型网络招聘
平台上的求职经历心有余悸：
这家网站上的一家公司一个月前让他去南方某城市
面试，一番准备后，多一个心眼的师弟向当地工商
部门核实这家公司的信息，结果发现根本没有相关
记录。师弟说，要不是多问一句、多打个电话，真
要独身一人去了那里，不仅耽误时间，还可能发生
更多不可预知的事情。

这些年，“最难毕业季”年年上演，毕业生工作不
好找，招聘网站成了香饽饽。调查显示，今年中国互
联网招聘市场规模将达 46 亿元，比去年增长 18.8%。
相应的，利用网站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实施诈骗的案
例也屡见不鲜。有的“企业”以在线招聘为幌子，套取
个人信息和隐私；有的虚假招聘，要求先交押金后上
岗；还有的甚至发布涉黄涉毒招聘信息。

正规招聘平台，为什么能让骗子轻易“搭车”
上路？

这里面，招聘网站要负主要责任。这些网站的确

要求招聘企业提供资金证明和资格证明，但是，有多
少网站真正有时间、经验、精力去鉴别过这些证明的
真伪？其所做的审核又有多少做到百分百把关？

招聘网站没精力或者没兴趣审核，主要原因在
于当前法律对此的界定不明确。根据中国 《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 13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
提供者应当向上网用户提供良好服务，并保证所提
供的信息内容合法。可见，法律是规定了招聘平台
对于一些明显违法的信息应当采取过滤、删除、屏
蔽等必要处理措施。但问题在于，究竟在什么情况
下是“必要”、什么算是“明显”，《办法》并没有进
一步阐述。既然法无禁止，那具体贯彻落实就难了。

根据其它法律，求职者在网络招聘网站上遭受
的损失也面临难立案的尴尬。《刑法》规定，诈骗罪
的立案金额起点为 5000元，每个人被骗的金额大多
少于这个数字，如果受害者去报案，公安机关不一

定会受理。实际的案例中，往往
是很多人被骗，但这些人又不大
可能集体去报案。

因此，通过立法保护招聘
的真实性刻不容缓。当然，可
以率先在某些人口流动性强、

网络普及率高的城市中率先试点，收集经验，为日
后立法提供借鉴。

同时，这个问题也折射出当前劳务市场供大于
求现状下，劳务用工市场的混乱无序。要净化用工
环境，求职者首先要为自己把关，在求职前、求职
中多一些心眼，对企业是否正规经营做到心中有数。

相关部门则应加强监管，加快建立网络求职信
用体系。不仅要严厉打击“黑网站、黑中介、黑用
工”，还要建立较高的准入标准，整合建立几个信誉
好、影响大的招聘网站，而对于那些规模小、层次
低、问题频出还屡教不改的小网站，该关停的关
停，该整顿的整顿，绝不能听之任之。

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之基。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对于这些事关求职者人生第一条路的招聘网站，
我们希望它们是干净的、透明的、公平的。要做到这
一点，既需要霹雳手段，更需要长久之计、治本之策。

1994 年，美国
青年杰夫·贝佐斯
在 一 次 上 网 冲 浪
时，偶然进入一个
网站看到了一个数
据——互联网使用
量以每年 2300%的

速度增长。贝佐斯看到这个数字后眼里放光，经过筛选
过滤，创建涵盖几百万种书籍的网上书店的想法最终定
型。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由此诞生。

杰夫·贝佐斯生于1964年1月12日，生于美国新墨西
哥州中部大城阿尔布奎克。14岁时，他就立志要当一名
宇航员或物理学家。他家里的车库都有他所做的工程实
验或科学试验，堆满了他的工程项目：真空吸尘器做成
的水翼船、雨伞加工出的太阳能灶具等等。贝佐斯还用
水泥填充的轮胎、雨伞和锡箔以及报警器制作了一个自
动关门器。16岁时，他就能安装风车，使用弧焊机。

由于贝佐斯在高中时期的优异表现，他获得了美国
高中毕业生的最高荣誉“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在计算
机产业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期，学霸贝佐斯进入了爱因斯
坦晚年曾执教过的普林斯顿大学，并于 1986年获得普林
斯顿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贝佐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选择比天赋更重要。”出
乎很多朋友和同学的意料，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贝佐
斯拒绝了英特尔和贝尔实验室提供的工作机会，而是选择
了一家并不出名的公司Fitel，主要从事计算机系统开发。

此后直到创办亚马逊前，贝佐斯一直在华尔街打拼
并逐渐崭露头角。当他告诉老板想开办网上书店的想
法，和老板在中央公园漫步良久后，贝佐斯得到了这样
的反馈，“听起来真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对那些目前
没有谋到一份好工作的人来说，这个主意会更好。”

关于人生的选择，贝佐斯坦承了自己创办亚马逊的
心路历程，“在我们80岁时某个追忆往昔的时刻，只有一
个人静静对内心诉说着人生故事，其中最为充实、最有

意义的那段讲述，会被我们作出的一系列决定所填满。
最后，是选择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贝佐斯在最终作出决定之前再次考虑了 48小时。他
问自己：“我会对离开华尔街后悔吗？不会。我会对因为
没有抓住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大好机遇而后悔吗？是的。”
最终，他选择了那条不安全的道路，去追随内心的热情。

在创立以后的近二十年里，从线上销售图书起家的
亚马逊，不断进军音乐、云存储、内容制作等新领域，
已成为全球商品品种最多的网上零售商和全球第二大互
联网企业，在公司名下，还包括了 AlexaInternet、a9、
lab126和互联网电影数据库等子公司。

在《2016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杰夫·贝佐斯以3500
亿美元位列第四。站在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帝国版图之
上，贝佐斯被视为史蒂夫·乔布斯之后全球最有价值的
CEO。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他常常会以这种方式来思考
问题，假设自己 80岁高龄时，对这种选择是一种什么样
的态度。

网络招聘乱象急需治
彭训文

网络招聘乱象急需治
彭训文

杰夫·贝佐斯：选择比天赋更重要
王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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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杰夫·贝佐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