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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围城”成顽疾

2016 年底，“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在国内一夜之间火了起
来。当时有一张手机截屏在朋友圈疯传，那上面满满当当地排
了一整屏、24款各不相同的共享单车软件应用图标。有媒体报
道称，截至今年 4月，国内共享单车行业融资额已达到 90亿到
100亿元人民币。

有了资本做支撑，海量投放单车的“圈地大战”瞬间打
响。有数据研究显示，共享单车重兵部署的战略高地集中在上
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天津这六大城市。今年一季
度，摩拜在全国52个城市投放单车365万辆；ofo在全国46个城
市投放单车250万辆。过度投放又是“无桩”运营，加之骑行者

“任性”停放、单车野蛮占道、故障车堆积成山等症候，共享单
车俨然已是大城市病的又一典型。

种种现象表明，植根于互联网经济的共享单车行业，远没
有达到其所应有的智能水准。

诚然，各家单车都在宣扬自己为行业健康发展做出的努力
——ofo建立了“奇点”大数据系统，以城市出行热力图为依据
做需求预测，进行单车的投放与调度；摩拜的人工智能平台叫

“魔方”，其算法分析所基于的因子包括地域、时间、天气、运
力、车型、人群等数百个。不过，共享单车的顽疾并未药到病
除。

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手段，来实现单车使用权的充分流转，
应该是这个行业技术创新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现阶段，“想用
车时找不到”“找到的车故障率高”“与其它交通方式转换的区
域闲置车辆多”等一系列问题就充分证明，共享单车企业还有
不少亟待弥补的短板。

“公地悲剧”已显现

当然，片面苛责共享单车企业，并不利于单车围城之困的
破解。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指出：针对引起社会
强烈关注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要坚持多方共治的原则，
即发挥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合力，共同治理。

一些观点认为，共享单车严格来讲是租赁。产业互联网模
式专家谈婧分析，一哄而上、挂“共享”卖“租赁”的企业之
所以急于给自己贴标签，正是因为共享经济在体量和估值上远
远高于租赁经济。租赁侧重于用户低价获益，共享则标榜供需

双方的双赢，着眼于整个社会的闲置资源再分配。对于初创公
司而言，“共享”的黄袍加身，将使其身价飞升好几个数量级。

然而，隐忧也就此埋下。正如网友“第六天魔王”所言：
共享单车是风口上最幸福的猪，但也迎来了经济学上经典的困
境——公地悲剧。若干年前，城市里大多数集中停放自行车的
地方，都有大爷大妈收取几毛钱看车费；而现在，更多的供共
享单车停放的区域成为了免费的公共资源，这究竟是企业“免
费薅羊毛”，还是应归咎于政府未能及时加强管理，尚待讨论。
但直接指责公民素质的论点确实值得商榷。因为公地悲剧是人
性的演化，演化的关键在于有限的资源缺乏公共监管，产权不
清晰，导致了不受惩罚的过度使用，最终造成资源枯竭。

“好好共享”有希望

据《2017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预测，今年，共享单车
的用户规模将达到 2.09亿。解决好共享单车骑行、停放、流转下
带来的“公地悲剧”问题，关键就在于“多方共治”。

在政府层面，4月初，深圳市发布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单车
管理规定》；7月上旬，上海市出台了全国首个共享单车团体标
准；8月初，10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

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8月暂时叫停各个共享单车企业的新
车投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共享单车的否定。不论是成都市在3
月发布的全国首个《鼓励共享单车发展试行意见》，还是10部门
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都肯定共享单车有效满足了公众短距
离出行的需求，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同时也对相关企业如何
做好技术创新、有序投放、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在企业层面，盲目扩张、野蛮生长的套路正在面临洗
牌。因单车大量被盗、融资困难等原因，悟空单车、町町单车
等共享单车二线玩家相继垮掉，“共享单车死亡之门已然拉
开”。市场在对参与者施加不留情面的选择，只有那些善于在智
能锁技术升级、数据收集分析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同时懂得
管理好用户押金以及企业资金流的优质企业，才能在大浪淘沙
中屹立不倒。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产业布局研究室
主任李晓华就撰文指出，所谓“指导意见”就意味着许多条款
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这对共享单车企业而言是缺少约束力
的。在未来，立法部门会更好地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梳理出一
整套切实可行的规范。到那时，七彩单车的主题就将逐渐从

“多多圈地”走向“好好共享”。

“小泥鳅”掀网上大浪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网络推手是指借助网络媒介进
行策划、实施并助推特定对象，使之产生影响力和知名度
的人。对象包括：企业、品牌、事件以及个人。

网络推手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0年前。
2006年10月15日，网名为“艾晴晴”的女孩在网上发

帖称，自己要花100天的时间用一根曲别针换来一栋别墅。
“艾晴晴”用一个曲别针先后交换到照片、玉佛、手机、项
链、数码相机、珍贵邮票等物品……2007年 1月 23日，在
经过前后16次交换后，艾晴晴并没有得到一栋别墅，而是
得到了一张唱片出版协议。事后，一个叫“立二拆四”的
网民称，自己是该事件的幕后导演，“艾晴晴”是找来的演
员。

“立二拆四”，原名杨秀宇，在2014年入狱之前，是一
个名噪一时的网络推手。他曾策划炒作“和尚船震门”“干
爹带我游奥运”等虚假事件，通过制造谣言在幕后大发其
财。他有一句名言“网络就像一片海洋，不好的内容就像
是石头，扔进去也不会激起骇浪。我要在海底的石缝里放
颗炸弹，炸得整个海面浪花四溅”。这个立志要“炸翻海
洋”的人，自称是“中国第一代网络推手”，然而最终因为
造谣而锒铛入狱，接受了法律的制裁。

网络推手要在网上制造舆论热点，必须拥有一支数量
庞大的炒作“团队”——“网络水军”。网络水军受雇于网
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以注水发
帖来获取报酬。他们数目巨大，流动性极强，就像流沙一
样，分散行动，极易聚散。在网上炒热一个话题之后，就
可以迅速消失，无迹可寻。

对网络推手而言，水军只是“小喽啰”，他们才是背后
的“主使者”。推手在幕后“运筹帷幄”，水军们则在前线

“冲锋陷阵”搅扰得网上鸡犬不宁，“热度”迭起。从 2008
年的“最美清洁工”事件到2011年的“干露露”现象，从
2012年的“干爹门”到2013年的“李天一案件造谣事件”，
再到电影《王的盛宴》“水军门”事件，网络推手和水军们
相互配合，在网上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散布形形
色色的不实消息，在博人眼球哗众取宠之余，让本该安静
有序的网络变得喧嚣，然后浑水摸鱼，大获其利。

谣言散播三人成虎

网络推手的影响力有多强？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杜骏飞曾经有一句经典

评论：“网络推手正在把促销、把关和内容生产这三项功能
融为一体，左右大众的心理。”

互联网媒体本身的把关能力不强，网络受众受从众心
理主导加速向传者的身份演化，使传受一体化成为普遍的
网络应用趋向。这时，“网络推手”就有可能超越职业限

定，而成为一种力量并制造出社会事件。
除了制造话题，爆料和删帖也是网络推手的日常工作。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原则立场，而是

逐利而行。他们为乐意付费的人在网上树立正面形象，提高关注度。然后通过发文抹黑和删帖
的方式，给目标对手以打击，降低他们的声望。

他们在网上煽动网友们的情绪，散播谣言，混淆视听，在迷惑受众的同时搅得网络空间乌
烟瘴气。

在商业领域，网络推手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企业之间的口碑战。
在文化领域，网络推手们制造虚假口碑，影响了观众对于一些电视剧、电影和演员的客观

评判。
而最值得警惕的是，网络推手们还通过左右舆论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据报道， 2016

年8月7日，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一副镇长徐志平涉嫌利用“网络水军”为乡村评选刷票，之后
拒绝付款。此事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被网络曝光后，涉嫌找“网络水军”刷票的曲靖市师
宗县竹基镇副镇长徐志平已被师宗县纪委带走调查。

多方共治网络空间

舆论之力量，在于影响人心。
社会上千千万万人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认识，会随着舆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建设一个

风清气正的社会，就必须营造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不能给谣言及其制造者留有一寸生存
的余地。

治理网络推手，首先应有法可依。2016 年 11
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这是我国网
络安全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法律，填补了法律空
白。该法明确了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的
立法宗旨，加强了网络运行、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网络数据、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明确了网络
安全监管体制以及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制度，强
化了网络安全法律责任。该法为我国网络空间安
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治理网络推手，需要社会共识。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人们对网上的虚假信息和不实信息会越
来越有判断力。媒体应该担负起责任，在明辨是
非、澄清谬误上树立起强大的标杆和旗帜。媒体
还应重视公信力建设，进一步挤压网络推手们的
生存空间。

只有多方共治，理直气壮对网络推手们说
“不”，对无事生非造谣生事者实行零容忍，才能
形成一个健康干净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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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 几 位 骑 着
共享单车的中外人
士行进在北京长安
街上。 新华社发

无论是“曲别针换

别墅”事件，还是“网络

水军刷票”事件，很多热

炒事件的背后都少不了

网络推手的身影。写方

案、签合同、做策划、用

水军……他们精心设

计，步步为营；造谣言、

生事端、伤无辜、败风气

……他们造谣生事，有

百害而无一利。对于这

样的网络推手，应该坚

决打击。

云中漫笔

小黄车、小橘车、小蓝车，还有人们调侃“颜色不够用”之后冒出来的小金车和彩虹车，占满调色

盘。共享单车究竟有多少种？投放了多少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7月，全国经营共享单车的企业已

接近70家，累计投放单车超过1600万辆。1600万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同为“自行车王国”的荷兰人

手一辆。

极速扩张中的共享单车行业，涌现出了各类问题。今年5月下旬，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关于鼓励和规范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征求意见稿；8月初，10部门联合出台《指导

意见》。随着全国多地对共享单车投放的叫停，“共享单车圈地时代”面临终结的可能。

“新三板原始股投资需要吗”“原油期货炒不炒，稳
赚不赔”“期货，收益率翻倍”……相信很多人都在网
络上看到过此类宣传广告。有些人架不住广告的忽悠，
想趁机投资大赚一笔。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投资者并没
有大赚，反而是投资的钱不翼而飞。因此不禁有人感
叹：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然而，这种事真的是

“祸从天上来”吗？恐怕不是这样。
据近日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网

络诈骗人均损失金额达 1.7 万元，同比翻倍。恶意程
序、钓鱼网站、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网络诈骗……在
威胁人们手机安全的几大因素中，网络诈骗的发展最为
猖狂。在主要网络诈骗类型中，从接到举报的数量来
看，金融理财类为1100起，占据最高比重16.2%。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网络理财诈骗手段也花样
翻新。不法分子通过各种社交平台大肆招揽客户，以高
额利润回报为诱饵，诈骗投资者缴纳信息费、服务费，更
有甚者利用投资者的资金为其操控的股票接盘。

公安部也公布了近期高发的十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手段，提醒社会公众谨防上当受骗。其中就包括了
投资返利诈骗。该提示显示：此类骗局通常标榜具有海
外背景，从事的行业能赚取巨额利润，投资者将获得高
额投资回报。投资初期，犯罪分子会按时返利，让投资
者尝到甜头，继续追加投资后，将血本无归。

太原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官方微博总结了三大理财
陷阱。

陷阱一：现货交易。这类交易包括现货原油、现货
黄金、现货白银等。骗子的套路一般是这样展开的：骗
子伪装成美女的身份加好友，开始随意聊天，与“上

钩”者保持暧昧的状态，以方便下一步进攻。前期会让
你小赚，以骗取投资人的信任，但是慢慢的，投资人会发
现单子屡屡出错。事实上，带“现货”二字的投资大多是
骗局，因为目前国内并没有任何合法的现货交易平台，我
们在手机上看到的黄金、白银、螺纹钢等商品都是期货。

陷阱二：二元期权。二元期权，是披着金融外衣的
赌博游戏：投100元猜涨跌，猜对赚75元，猜错血本无
归，猜的对象包括股票、期货、外汇等品种。二元期权
大多通过网站平台运作，这些平台打着“交易简单、便
捷、回报快”等口号，招揽投资者参与交易。从开户到
出入金，再到投资者交易，均通过网络进行。二元期权
采取“赢少输多”的设计，诱骗投资人。其交易平台都
是由各商家自己开发，投资者每一个操作都可以被监视
甚至操控，所以才有初期尝到甜头的投资者使劲加仓，
到最后却一夜破产。

陷阱三：微信荐股。股市行情稍微好转一些，打着
各种旗号的“大师”“股神”就活跃了起来，微信成了
这些“专家”的新平台。骗子的套路往往是自称某某权
威机构，通过微信朋友圈，宣称拟拉抬某股票，投资者
向该机构缴纳一定费用后，可通过微信或者电话提前得
知买卖该只股票的信息。

为何有关部门频频发布防诈骗提示，骗子却仍旧屡
屡得逞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骗子利用了投资人
盲目追求高息回报的心理。正因如此，在投资理财时，
要格外警惕所谓的“低收入、高收益、保本无风险”等
理财项目。投资前要对投资项目多咨询评估、多方查证
核实，切莫被高收益冲昏头脑。谨慎投资，才是网络理
财的“王道”。

网络理财：谨慎是“王道”
海外网 孙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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