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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咖秀

如 今 ， 在 中 国 广 大 农 村 地
区，长时间玩手机已经成为孩子
们的“通病”，特别是那些父母
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玩手机
更上瘾。有数据显示，在 12 至 16
周岁的留守儿童中，接近半数孩
子拥有自己的手机，其中，超过
77.3%的孩子经常使用手机上网。
此外，不少农村儿童的上网时间
已经高于城市儿童。

手机本应是众多留守儿童与
在外务工父母交流的辅助工具，
然而现在却占用了留守儿童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究其原因，最主
要的是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在身
边，无法及时有效地与留守儿童
沟通，更难以帮助他们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少年儿
童心理远未成熟，对新生事物充
满好奇，而手机中所构建的虚拟
世界对他们极具诱惑。刷视频、
打游戏、网聊等，不仅满足了他
们的种种猎奇心理，甚至成为了
他们亲情缺失下的一种“安慰”。
然而，这也增加了他们与色情、
暴力等不良信息接触的可能性。
对于正处于身心发育重要时期的
留守儿童来说，这无疑会对其性
格塑造产生负面影响。

如何避免这一问题进一步加
剧？一方面，父母应该加大对孩
子的监管力度，告诉孩子过度使
用手机的危害，引导他们适时适
度使用手机，多与孩子沟通交
流，不让手机成为孩子唯一的陪
伴。尤其要注意的是，父母在与
孩子有限的团聚时间里，应加强
亲子互动，以身作则，而不是自
己也痴迷手机，给孩子带来不良
影响。

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办法
措施，从技术层面对少年儿童上网作出明确限
制。比如，强制要求网络游戏公司、网络视频公
司等对注册用户进行实名认证；设立每日最长娱
乐时间，超时后自动下线；禁止或者限制未成年
人进行线上消费，等等。

此外，学校可适当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减
少留守儿童在手机上耗费的时间。同时，定期安
排学校老师前往留守儿童家中开展心理辅导，并
适当对留守儿童的监护长辈普及新技术，进一步
形成监管合力，帮助留守儿童从手机中解放出来。

二手车成了“问题车”

太原市民吴先生在某二手车交易平台购买二手车
时，就吃了一个暗亏。

吴先生在平台上看中一款大众帕萨特，价格也合
理，于是就付款购买。但在使用了一段时间送去保养的
时候，他才发现这辆车有着各种问题：车辆出过事故，
左前门更换过，公里数调整过……感到上当的吴先生马
上联系二手车平台要求退款，结果被平台以“使用时间
太长”而拒绝。

这一事例暴露出在网上二手车交易过程中的一个问
题，即二手车的检测都是由平台自己进行，网站上也会
显示经过了上百项检测，但是检测的可信度难以确定，
并没有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认证。

除车辆的检测之外，其他问题也在困扰着消费者。
例如，购买车辆后无法过户，在购买过程中遭遇诈骗，
有的甚至还买到了套牌车。而二手车电商平台监管机制
的不健全，导致出现消费问题之后的协商解决以及权益
维护都存在不少困难。

随着二手车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产生的
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诚信危机加重，二手车电商平
台的市场规模因此受到限制，无法进一步壮大。

“信息不对称”害了买家

过去的二手车交易一般是面对面进行，对于车况买
卖双方能够做到信息对称，不会出现过大的信息偏差。
而在电商平台上交易，对车况的了解绝大多数都依靠网
站登载的信息，即使见面看车，也一般不会再做更加细
致的探查。信息在买卖双方无法对称，就会影响车辆在
交易后的使用。

“买卖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二手车平台出现
如此多猫腻的重要原因。”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王昕天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消费者在线下市场尚且很难完全掌握
二手车质量的信息，在线上二手车平台能够用于判断二
手车质量的信息更少，且很难识别信息的真伪。商家则
掌握着二手车质量的全部信息，可以选择隐瞒或者故意
编造信息，将二手车尽快卖出去，从中牟取利益。

在线二手车交易平台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新兴业
态，它取消了代理环节，为消费者和卖家直接搭建交易

平台，买卖双方能够直接进行交易。而且电商平台提供
相应的一系列服务，让交易变得更加顺畅。

但新生事物毕竟不成熟，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缺陷。
“由于发展时间短，目前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成熟的
和权威的质量认证体系，这使得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
障。”王昕天说。

“透明、诚信、监管”一个不能少

要让在线二手车平台向正规的方向发展，形成一个
有序、健康的互联网二手车交易市场，必须加强监管。

王昕天建议，要借助信息技术增加透明度。“应该建
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二手车质量追溯体系，强化对二手车
质量的监控，相关信息向消费者公开，还消费者一个公
开透明的线上二手车市场。”

相关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不要只注
意车况，还要注意车辆的手续是否完备、是否出过事
故、是否有违反交规未处理情况等。对商家的广告要小
心对待，相关事项要落实在合同中，为将来出现问题追
责留有根据。

目前，线上二手车平台相应的监管制度，诸如资格认
证、质量监控、事后追责等细化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同时，
二手车市场具有小、散、乱等特点，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还
可能出现金融风险、信息风险、质量风险等。对此，王昕天
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应监管制度。

针对在线二手车平台越来越严重的诚信问题，王昕
天认为，应该探索建立一个诚信交易体系，并且能够全
国联网，在交易过程中可以随时查询，让失信者无法顺
利完成交易。“要为二手车买卖双方打造一个诚信、健康
的线上交易环境。”

新零售促进线下消费

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中各类新兴
消费形式不断发展，为居民消费升级打
开了新空间。例如，打通线上线下销
售、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创新消费场
景、推出“分钟级”配送的物流服务
等，这些强调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
式，正在让各地零售业焕发新生机，得
到各地经济半年报的“点赞”。

新零售成为促进消费融合发展新力
量。杭州市统计局7月下旬发布的《2018
年上半年杭州经济运行情况》 显示，今
年上半年，杭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2673亿元，同比增长10.0%。其中，以盒
马鲜生为代表的“生鲜超市+餐饮”等新
模式颇受欢迎。同时，主要电器卖场和
超市的零售额也同比大幅上涨。

《2018 年上半年广州经济运行情况》
认为，新零售模式促进了新动能发展壮
大。盒马鲜生、超级物种等落户广州，
天猫无人汽车贩卖机等新零售业态在广
州营业，促进了当地零售业线上线下融
合发展。

北京经济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北京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网
上零售额增长22%。其中，以便利蜂为代
表的“新型便利店＋智能货柜＋箱式无
人店”等便利服务模式，受到消费者广
泛欢迎。

新零售与实体行业的融合正在助推
后者回暖。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便利店、超市、百货店
等实体业态增速加快，销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 7.6%、4.5%和 1.6%。商务部新闻发
言人高峰认为，这主要缘于零售企业从4
个方面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一是
发展品质零售，企业通过转方式、提品
质、优服务回归零售本质；二是发展跨
界零售，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创新场景、

丰富内容、增强体验；三是发展智慧零
售，提升购物体验；四是发展绿色零
售，助推循环发展，绿色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

专家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线上
线下融合的新零售发展潜力巨大，将为
中国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新理念推动模式创新

新零售缘何成为各地经济半年报中
的“香饽饽”？关键在于其技术和模式的
创新。

一些新零售企业近年来在利用信息
技术，重构传统便利店“人、货、场”
数据方面成效显著。比如，通过人工智
能和人脸识别技术，便利店对消费者的
消费趋势把握更精准；通过系统实时数
据分析，便利店商品更新速度更快，供
应链和物流体系效率更高；通过对门店

进行网格式管理和实时监控，便利店各
门店的运营效率得到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实体
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深度融合。某新零售
企业负责人认为，关键是实现理念、人
才、资本、技术融合，其中理念融合是
最根本的。只有具备重视每个用户个性
化需求的理念，才能最终做到便利店的

“千店千面”。
消费升级也是新零售成长壮大的重

要原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78.5%。2017年，中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第 14 年保持两位数
增长。同时，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扩大进
口、促进消费的政策，也使消费升级步
伐加快。

有业内人士表示，便利店在一些国
家和地区已十分成熟，中国便利店成长
空间巨大。在消费升级背景下，便利店

无论是量和质都需要大力提升。

新机遇呼唤加快融合

如今，新零售正成为电商、零售、
物流、商业地产等众多行业发展的风向
标，阿里巴巴、腾讯、京东、苏宁等互
联网巨头都在积极布局。

例如，阿里巴巴投资盒马鲜生，采
用“线上电商+线下门店”经营模式；腾
讯则联手永辉超市，试图打通线上线下
运营；京东计划 5年内在全国开设 100万
家便利店；苏宁则将苏宁小店开进了社
区街道。

那么，在新零售范畴内，电商和线
下企业怎样才能尽快从单纯向消费者销
售商品，转变为服务新时代下消费者的
内在需求？

业内人士分析，新零售的本质是用
技术改造零售业，降低成本、增加效
益，但目前新零售涉及的行业还面临诸
多“痛点”。以连锁店为例，即便是国际
一流的连锁便利店，在信息时代也面临
数字化不足、模式创新不足等问题。如
何解决好“痛点”，将决定未来新零售能
走多远。

业内人士建议，新零售应抓住消费
升级机遇，练好“好、快、多、省”这
四字诀。“好”指要为用户提供更好的商
品和消费体验；“快”指便利服务效率，
要以新型便利店、智能货柜等业态创
新，打通“销售—运输—生产”信息
链，努力实现顾客购物“即拿即走”；

“多”指商品的品类丰富，要建立全品类
库，根据终端数据智能分发到各门店，
并进行优化陈列；“省”指通过提升运营
效率来降成本。

“总之，未来新零售与传统行业的融
合要以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驱动为基
础，做好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如此，
则新零售必定大有可为。”专家说。

葛瑞博 （Grab） 是东南亚最大的网约车平台，业
务遍布东南亚7个国家500多个城镇。回想起当初的创
业，葛瑞博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炳耀认为是纯
属偶然。

陈炳耀 198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是标准的“富三
代”。他祖父通过进口日本车在马来西亚创立了一个汽
车帝国，他父亲经营着这家公司。如果加上他开过出
租车的曾祖父和他本人，一家四代人都与汽车关系紧
密，正如陈炳耀所说，“汽车在我的血液里”。

2004 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院
后，陈炳耀在家族企业掌管供应链与市场营销部门。
这段工作经历教会他如何与不同国家的政府以及不同
国籍、不同文化的人一起工作。

2009 年陈炳耀开始攻读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
士，期间一个朋友到马来西亚拜访他，向他抱怨坐出
租车被骗的经历。这件不经意的小事引起了陈炳耀的
注意，他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项目来考虑。当他把这
个项目提交给他的教授时，得到的评论是项目“很难
实施”、“在现实世界中还没有被证明”。然而，2011
年，该项目在哈佛商学院的商业计划竞赛中获得第二
名，入围学院最低可行产品资助奖名单。

2012 年，凭着哈佛商学院的奖金和陈炳耀的个人
资金共2.5万美元，陈炳耀与另一个哈佛同班同学陈慧
玲创立了葛瑞博，陈炳耀担任首席执行官。这一次，
陈炳耀没能沾上家族企业的光，马来西亚最大的几家
出租车公司都拒绝与他合作，还直接对他说“别卖这
种愚蠢的东西，出租车司机会偷你走的手机”——当
时葛瑞博为出租车司机提供分期付款的智能手机。他
还被劝说回到家族企业。

后来，只运营 30辆出租车的第五大出租车公司决
定给陈炳耀一次机会。然而出租车司机对这一应用程
序并不感兴趣，直到陈炳耀提到曾祖父是出租车司机
时，司机才产生共鸣，愿意一试。就这样，陈炳耀的
创业拉开序幕。

陈炳耀：

“富三代”的创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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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动能 消费新潜力

经济半年报点赞新零售
本报记者 彭训文

随着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经济半年报陆续出炉，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显现。其中，新零售

成为引领居民消费升级的新亮点和促进各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业内预测，未来数年新零售将保持高速

增长，成为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新零售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痛点”，如何解决这些

“痛点”，决定着未来新零售能走多远。

警惕二手车交易平台猫腻
本报记者 张一琪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二手车直卖节开始啦”，电视和网络上五花八门的二手车

平台广告不间断地播出，颇有洗脑之势，让观众印象深刻。电商把二手车交易搬到互

联网上，省去了交易的很多环节，方便了买卖双方。但随着在平台上的交易越来越

多，很多问题也陆续暴露出来，其中的诸多猫腻，让顾客在不察之下中招。

北京某社区便民店店员在按照网络订单为居民配菜。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北京某社区便民店店员在按照网络订单为居民配菜。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某些二手车平台的实际操作与广告宣传不符。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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