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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

1969年9月2日，这一天被看作是互联网的诞生之日。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伦纳德·克兰罗克教授正和他领导
的 研 究 小 组 ， 准 备 将 一 台 电 脑 和 电 冰 箱 大 小 的 转 换 装 置

（IMP） 连接到一起。近两个月后，UCLA和斯坦福大学的两台
计算机通过该转换装置成功进行了“对话”，这也成为互联网时
代第一条成功发送的消息。

克兰罗克1934年出生于纽约，小时候，他便开始对无线电
设备着迷。上小学以后，他曾热衷于拆解废旧收音机。当时，
他常捧着马库斯的《无线电元素》，一读就读到晚上。小学时代
他自学了几乎所有关于无线电的知识。在他看来，这种“缘
分”很神奇。

兴趣的驱使加上实践的积淀，克兰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攻
读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他提出“分组交换”的
数学理论。这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因其支撑着互联
网背后的基本技术。

“让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把计算机有效地利用
起来。”这是克兰罗克关于互联网最早的目的和想法。“当时数
据通信线路真的很贵。”克兰罗克说，“不要把资源奉献给某一
个人。如果你不使用它，就留给其他人用吧。”

1963 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克兰罗克来到 UCLA 任职，
建立了网络测量中心 （NMC）。在他的领导下，中心开展一系
列数字网络方面的工作。几年后，他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互联网
的开端。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克兰罗克荣获众多专业奖项。2001年，
他与其他 3 位科学家一起获得美国工程学界的德雷珀（Draper）
奖。2008年9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授予他代表着美国
最高科学荣誉的“2007年度国家科学奖章”，以表彰他在现代数据
网络的数学理论以及“分组交换”等方面的贡献。这些皆为日后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012年，克兰罗克被国际互联
网协会（ISOC）引入了互联网名人堂。

在谈及互联网的未来时，克兰罗克说：“互联网将会成为遍
布全球的神经系统。不管走到哪儿，都能用上它。你看不见互
联网，有时候甚至会忘记它的存在，但它又能无时无刻地给予
你反馈。”

用花呗、打白条、刷
信用卡……对当下许多年
轻人来说，“花明天的钱，
圆今天的梦”已经是一种
生活方式。伴随着消费观
念转变及支付手段革新，
超前消费大行其道，形形
色色的互联网消费贷款产
品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超前消费使人们在购
买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
预支收入、分期付款等方
式，满足消费需求，能够
降低一次性支付资金的经
济压力。在经济能力许可
的条件下，适度的超前消
费本无可厚非。

然 而 ， 凡 事 过 犹 不
及。当前，过度超前消费
正透支着一些年轻人的钱
包和未来。他们对“这月
买，下月还”的消费方式
表现出过多的依赖性，甚
至产生了“月欠族”、“负
翁”、“账单式脱贫”的调
侃，这更像是一种无奈的
自嘲。当超前消费突破自
身支付能力时，沉重的债
务负担便如影随形。戳破
光鲜的消费状态，是个人
越发脆弱的经济状况。“花
明天的钱”难圆“今天的
梦”，盲目负债会影响年轻
人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也与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不符。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年轻人迅速增长的

消费愿望，迎合超前消费的火热市场，一些
鱼目混珠的借贷产品出现在市面上。越来越
低的借钱门槛、充满诱惑的营销方式、层出
不穷的贷款陷阱，对公众尤其是涉世未深的
年轻人有消极影响。

量力而行方能细水长流。在进行超前消
费时，年轻人应充分考虑自身实际需要、当
下经济状况及未来还款能力，避免冲动消费
造成“无底洞”般的账户赤字。保持理性谨
慎的态度，才能让超前消费这一支付方式真
正为己所用。另外，有关各方要加强对年轻
人消费观的教育和引导，取缔某些非法借贷
平台，禁止商家过度营销借贷产品。创造风
朗气清的消费环境，是我国由生产型社会向
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应有之义。

超前消费并非洪水猛兽，过度消费实不
可取。年轻人要“在乎现在拥有”，更要“在
乎天长地久”。从长远计，别让超前消费“绑
架”个人生活，才是真正的理财智慧。

新政施行影响大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微商工作组发布的报告，
2017 年中国微商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6835.8 亿元，从业
人数达到 2018.8 万人。长期以来，从业人员如此庞大
的群体并未纳入市场监管范畴，大多数代购在入关
时未申报关税，在交易后其所得也未申报个人所得
税，在市场公平竞争与国家税收规范化等方面处于
法外之地。

2018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 《关于做好
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 指出，包括微商在
内的网商应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今年1月1日落地
施行的首部 《电商法》 对相关问题做出了明确界定，
要求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办理
市场主体登记并纳税。自此，海外代购作为电子商务
经营者，需按规定登记、纳税。

《电商法》于2018年8月31日公布后，对代购和微
商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代购表示，随着利润空间压
缩，今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同时一些境
外商场也出现利润下滑的趋势。莎莎国际公布，截至
2018年12月底，现财政年度第三季销售营业额同比下
跌 2.2%，其中港澳地区零售及批发业务营业额同比下
跌2.8%，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代购群体行为更加谨慎。

代购圈子大洗牌

新政实行后，代购圈迎来大洗牌：有的套路翻
新，变身“灵魂画手”，通过手绘商品、语音交流等方
式规避身份；有的持观望态度，期待规定细节更加明
确；有的黯然离场，不愿为了不再丰厚的利润触犯法
律；有的认为代购的春天来了，期盼“洗白”身份，
在日益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奋力一搏。

一些代购者表示，随着 《电商法》 日益完善，入
关时遭到查验、需要足额缴税的情况越来越多。缴税
后的商品价格几乎与国内专柜价不分上下，在可能触
碰法律底线的风险下，利润空间的压缩对自己影响较
大，今后可能会转行。而另一些代购则持积极态度，
认为新政施行对自身有利。一旦登记注册便有证可
查，有利于代购行业的合规化、合法化，在行业内部
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氛围。同时，对消费者而言，持
证经营有利于营商环境的改善，从而更好地获得消费
者信任，有利于职业代购的长远利益。

有淘宝店主表示，《电商法》落地虽然会让代购行
业重新洗牌，导致一些孤军奋战的个人代购逐渐离
场，但也为具备一定规模的代购转型发展提供机遇。
一些有实力的代购可以向从事跨境电商的小微企业转
型，前景更加广阔。更让他期待的，是新政对整个代
购行业起到的规范作用。

代购分流好处多

除了从业主体依法登记外，《电商法》规定，个人
代购需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对其代购商品要出具购物
凭证及发票，违法者有可能面临最高 200万元的处罚。
由此可见，随着代购行业准入门槛的提高，各网络平
台上的代购们活跃度明显下降。那么，从事海外代购
的个人将有何选择呢？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大型代购而言，由于经验丰
富、实力较为雄厚、客户资源多，可以考虑注册成为
电商平台或自营平台，继续一体化运营；对于中型代
购而言，考虑挂靠大型平台，专注前端引流和客户服
务，赚取相应导购服务费，由平台方提供产品供应
链，目前一些海外购平台正在不断吸纳中小型代购团
队；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小型代购而言，可以在完成工
商登记后继续做自由的个体户，或者成为大型平台的
一员。

对于整个代购行业而言，新政施行至少有三方面
好处：第一，代购市场规范化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切身
利益。代购登记通过将从业主体纳入监管范围，为消
费者维权提供了依据，销售假货等侵权行为成本更
高；第二，对代购从业者本身而言，合法纳税的从业
者将受到法律保护；第三，随着行业洗牌，新的行业
增长点将被孕育。整体供应链成本和物流效率将成为
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源厂直供、规模采购、
大宗物流和保税备货带来的采购成本和物流成本优势
将被充分体现出来。可以预见，整合代购、为代购提
供一站式供应链服务的新型平台或供应链公司前途无
限。《电商法》将促进代购行业从“野蛮”生长期进入
洗牌期，为行业规范化与健康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带着厨艺“拎包入住”

在传统餐饮业摸爬滚打数十年，如今
一些厨师选择“共享厨房”，转型从事网
络订餐服务。低廉的租金、统一的基础设
施服务，让“共享厨房”能省掉一大笔投
入，仅租一间厨房就足够创业。

据报道，在兰州首个“共享厨房”
里，一个偌大的空间被改造为多个独立厨
房，分拣区、取餐口、物料区等均为共
享。“共享厨房”还统一采购可追溯的食
材，实现物流、人流分离，以降低细菌感
染食品的风险，就连包装餐盒也是统一设
计、由可降解材料制作。一到饭点，不同
餐饮商户的厨师就忙着烹饪各自的招牌美
食，身穿不同颜色工作服的配送员进进出
出，在统一的物流窗口取走餐盒。

据了解，该“共享厨房”为商家提供
统一的营业执照和工作设施，商家只需带
着厨艺就可“拎包入住”。业内人士表
示，“共享厨房”使得生产管理集约化，
有效地解决了网络订餐痛点。

在共享经济风口下，国内餐饮行业近
年来陆续出现很多“共享厨房”品牌：吉
刻联盟、食云集、黄小递、熊猫星选等。
除了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不少共享厨房平
台方向商家提供运营管理、品牌打造、数
据分析等一系列配套服务。

破解传统餐饮业痛点

《中国餐饮报告 2018》 显示，2017 年

中国新增 311 万家餐厅。“共享厨房”受
资本市场青睐，与传统餐饮业面临困境
有很大关系。传统餐饮业一些固有问题
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例如，人才相对紧
缺，运营成本和房租居高不下，收益相
对较低等。

“共享厨房”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
题。其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一条龙”服
务，让更多有一技之长的餐饮创业者能够

专注于菜品创新、打造品牌。
专家表示，“共享厨房”的优点显而

易见，一方面，生产和管理的集约化，有
利于入驻商户降低房租、人力成本，提高
开店效率；另一方面，运营方面的管理支
持，可以使外卖商家生产出更加安全、放
心的品质外卖，形成品牌效应，从而提高
综合竞争力。

对于消费者来说，“共享厨房”的规

范管理，也将进一步降低外卖行业此前存
在的食品安全风险。据了解，熊猫星厨从
成立伊始，便在门店安装24小时监控，获
得相关质量体系认证，并为所有餐品购买
保险。该公司还为外卖餐食贴上“食安封
贴”，保障配送途中食品的安全。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共享商业厨
房”达到一定规模，或将引发相关产业链
改变或重塑。

未来“功课”还很多

作为新兴的商业模式，“共享厨房”
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餐饮专家认为，
除了距社区远近的分寸拿捏，油烟排放、
垃圾处理等改造成本也成为“共享厨房”
企业扩张背后的压力。从投入到管理，

“共享厨房”创业公司未来要做的“功
课”还有很多。

专家建议，“共享厨房”关键是进一
步拓展和深耕餐饮市场。比如，实现从外
卖向堂食拓展；建设自己的农产品基地，
控制供应链源头；打造餐饮品牌；与中高
端餐饮合作，做送餐业务等。

“共享厨房”模式旺盛的市场需求，
倒逼监管部门积极研究对策。上海海事
大学法学院院长曹艳春建议，政府部门
要积极研究、及时制定适合新业态发展
的监管制度、行业规范。例如，对“共
享厨房”应加强安全管理，锅具、餐具
等清洁消毒情况要有相关管理制度，还
应该由具备健康证的专人对卫生进行管
理等。

给外卖业再添“一把火”

共享厨房助力“互联网+餐饮”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服务员……在中国一些城市，一种专注于外卖订单业务的共享

厨房正在蓬勃兴起。运营商提供统一场地、供应和市场推广，入驻餐饮企业通过共用厨房降低经

营成本。

数据显示，中国外卖市场近两年增长率达33%以上，规模约2000亿元，使用在线点餐服务的

中国人多达2.56亿。专家表示，在如此巨大的市场下，共享厨房将为“互联网+餐饮”带来巨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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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纳德·克兰罗克：

互联网的重要奠基人
海外网 赵 宽

《电商法》施行，代购迎来机遇期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随着商品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正规销售渠

道之外，一直活跃着一个依靠人力携带商品入境、通过网络进行分销的群体——代购。长

期以来，活跃在社交软件上的代购群体并未纳入市场监管范围，在消费者权益保障、税收

管理等方面存在隐患。《电商法》施行近两个月来，给消费者和代购群体带来哪些新变化？

2018年9月17日中午，消费者通过外卖平台下了一单韩式牛肉拌饭和煎饺，位于重
庆南岸区南城大道附近的一家“共享厨房”立即忙碌起来。 资料图片

2018年9月17日中午，消费者通过外卖平台下了一单韩式牛肉拌饭和煎饺，位于重
庆南岸区南城大道附近的一家“共享厨房”立即忙碌起来。 资料图片

1月2日，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人大组织县镇人大
代表和乾元市场监管分局，向辖区农村淘宝店以及其
他电商经营户，宣传于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 倪立芳 王忠德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