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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烈士”事件
参与者承担赔偿

广东乐昌市纪检部门1 8日向记

者介绍了“ 副镇长酒后致死事件”的

后续处理意见。当地纪委对相关镇党

政班子成员进行了立案调查，并责成

组织者和参与者承担对死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新华社“ 新华调查”栏目1 7日播

发了《 副镇长喝死，75万元埋单公款

如此好花？--广东乐昌又出“ 酒烈

士”》稿件，指出了当地镇政府班子

成员集体接受“ 老板宴请”，在一名

副镇长当晚猝死后，又动用“ 75万

元”财政资金埋单的事实。

乐昌市有关部门表示，新华社报

道点出了当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决

定对原先存在的“ 公款埋单”错误进

行纠正，并对“ 约1 0名镇班子成员都

出席了宴请，但只有一个人接受调查

处理”问题进行调查。

乐昌市纪委介绍，纪委1 8日下午

已派出工作组进驻沙坪镇，后续处理

情况将及时公开。

据新华社电

反垄断是否“ 针对外国企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1 8日在商

务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和分析。

“ 反垄断不存在排外”
针对媒体关于“ 反垄断针对外国

企业”的担忧，沈丹阳表示，中国政

府有关部门依法对涉嫌垄断行为开

展调查是促进公平竞争、保护消费

者权益的重要内容。查处垄断行为

是国际通行做法，在中国无论是内

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如果触

犯了法律都应受到制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他说，反垄断法实施6年来，接受

反垄断调查的企业既有中国本国企

业，也有外国企业，并非只针对外国

企业。在反垄断法面前，所有企业一

律平等，不存在“ 排外”的情况。

此外，针对媒体关于“ 国务院反

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被解聘”

的提问，沈丹阳表示：“ 中国社科院研

究员张昕竹因违反《 国务院反垄断委

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有关工作

纪律的规定，于今年7月30日被解聘，

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

咨询组的成员。”

大众餐饮发展迅猛
商务部数据显示，餐饮企业向大

众化转型，有品牌、有特色的中档餐

饮 消 费 活 跃 ，7 月 份 餐 饮 收 入 增 长

9.4%。

沈丹阳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

后，公款消费等受到有效遏制，高档

餐饮消费明显降温。商务部今年还出

台了《 加快发展大众化餐饮的指导意

见》等政策措施，一方面力推高端餐

饮企业转型发展，一方面鼓励大众化

餐饮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推出更多适

销对路的产品。

据新华社电

打车软件遭遇“ 冰火两重天”
一轮、两轮、三轮⋯⋯直到五轮，

记者1 4 日 早 高 峰 时 段 在 上 海 市 区

都未能用“ 滴 滴 ”和“ 快 的 ”叫 到

出租车，而使用上海强生的叫车热

线，电调中心在数分钟内就响应确

认了派车。

而仅仅在数月前，同样是晴天的

早高峰时段，报出同一出发地和目的

地，“ 滴滴”和“ 快的”的响应都只需

一轮，响应时间也多在90秒左右。在

“ 补贴白热化”的年初，这一结果更

被缩短到60秒以内。

司机师傅王盛曾是“ 滴滴”和

“ 快的”的重度爱好者，但从夏天起，

曾经让他“ 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听得

到”的滴滴声频率渐渐低了下来。8月

份开始，王师傅索性不再给原来专门

用来接单的手机续订流量套餐，回归

了听电台、接电调的“ 老路子”。

王盛是沪上第一批使用打车软

件的司机之一。他今年初刚刚加入

时，正逢两家打车软件“ 烧钱战”的

高潮，“ 一个月就多赚了一个三星

not e3，专门用来抢单。”

为了使用打车软件，司机师傅施

鑫5月专门购买了一款手机，并包了

5G的流量，“ 结果没过两个月，补贴就

‘ 跳水’ 了，干脆把手机给儿子用

了。”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文明确指出

要“ 逐步实现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统一

接入管理”，使打车软件合法市场地

位正式确立。然而，打车软件合法化

的同时，是乘客叫车成功率下降、司

机使用积极性变差的现状，曾经热火

朝天的打车软件黯然遇冷。

24亿元补贴留不住消费者的心
打车软件骤然遇冷 乘客和司机两端补贴取消是影响最大因素

神州大地
一度红火炙热的打车软

件，正在经历着“ 冰火两重
天”般的骤然变化：继取消
对乘客端补贴之后，滴滴打
车与快的打车近日均停止了
对司机端的补贴，随之而来
的市场“ 冰冷”扑面而至。

在经历了数月激烈的
“ 烧钱大战” 之后，24亿元

补贴却未换来消费者的黏
度，打车软件市场如今正走
到发展的十字街头。

在打车软件市场遭遇“ 高台跳

水”的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消费者

和司机的热情，应对逐渐成为业内新

热点的拼车软件和租车软件的竞争，

这些都是打车软件今后发展必须要

思考的问题。

专家指出，打车软件在“ 烧钱大

战”后，在继续培养和保持用户习惯

方面需要更多的创新。无论是O2O整

合营销活动还是会员制优惠，打车软

件为用户热情“ 保温”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与此同时，打车软件在创新自身

服务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经受行业

竞争等方面的考验。今年以来，互联

网巨头纷纷抢滩商务租车业务，包括

Uber在内的外资打车软件巨头进入

中国市场，这些也都给打车软件市场

带来了更多的冲击。

此外，交通运输部此前发布了

《 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

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不仅要

求逐步实现即时召车需求信息只能

向空载出租汽车推送和播报，还要求

逐步实现各类电召需求信息通过统

一的城市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平

台运转、全过程记录和播报。这一条

也被视为官方有意“ 收编” 打车软

件，给打车软件的未来带来了一定的

不确定性。

尽管面临新的挑战，但业内专家

指出，在此前的“ 烧钱大战”中，打车

软件的便利性与智能化已受到了用

户的普遍认可，形成了新的出行习

惯。补贴并非打车软件发展的唯一条

件，培养用户黏性也并非只此一途。

下一步打车软件市场能否发展，取决

于能否重新找准定位，并形成有效的

盈利模式。 据新华社电

打车软件未来走向何方

24亿元现金补贴“ 打水漂”？
数据显示，截至5月1 7日两大打车

软件停止乘客现金补贴，滴滴打车已

补贴了1 4亿元，快的打车补贴超过

1 0亿元。在多重因素影响下，24亿元

补贴正面临“ 打水漂”的危险。

补贴“ 高台跳水”是影响最大的

因素。从原本最高1 3元变为7月起的

零补贴，乘客端和司机端补贴的取消

直接影响了双方的积极性。

一项门户网站调查显示，两大打

车软件停止现金补贴后，有52%的网

友 表 示 没 有 补 贴 后 不 会 再 用 打 车

APP，仅有28.5%的网友表示还会继续

使用。

王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不算手

机等硬件的投入，运营成本一般包括

空驶里程、电话费和手机流量。空驶

一般在一公里左右，算8毛。电话一般

确认一次到两次，算6毛。无线上网卡

5G套餐每个月200元，平均到每单不

到1 元。加上不再接单的时间成本，除

非是去机场等“ 好活”，市区内一般

的实时叫车的成本在2-3元，没有补

贴的话等于自己贴钱接单。

打车软件也遭遇了电调中心的

强烈“ 围追”。以上海的强生、大众出

租车公司为例，4元的调度费和免费

通话功能使得曾经一度让司机觉得

颇为鸡肋的电调接单再度增加了吸

引力。王盛说，以前乘客有了变化也

难以直接联系司机本人，有了对讲机

功能后，每单能免费和消费者通话两

次，接客少走弯路。

监管部门“ 堵截”也不容忽视。

多个城市陆续对打车软件做出了种

种规范措施，上海、南昌、乌鲁木齐

等城市在高峰时段禁止使用打车软

件，苏州直接叫停社会打车软件。此

外，在不少城市的机场、火车站等设

立统一出租汽车调度服务站或实行

排队候客的场所，打车软件被禁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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