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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紧暑期旅游的
“安全带”

暑期旅游旺季开启，不少安
物容易变质，疫病、中毒风险增
发力，
为出游保驾护航。
全事故却牵动着人们的心：
上月， 高……尤其需要加强防范。
旅游安全并不是孤立的问
一辆载有37名中国游客的巴士在
这次普吉岛游船事故虽由
题，只有从旅游观念的转变中才
加拿大发生交通事故，
多人死伤； 极端天气引发，但船舶公司、境
能找到答案。从 俄 罗 斯 世 界 杯
上周，
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游船倾
外“地接社”、
国内旅行社和网络 “观赛团”，到东南亚海岛度假
覆,造成多名中国公民遇难……旅
平台均难辞其咎。自由行不等于
游；从高考毕业旅行，到银发养
游胜地变成
“夺命杀手”
，
为计划出
危险行，风险提示缺失、应急处
老 旅 游 …… 个 性 化 、多 样 化 的
行的游客敲响了安全警钟。
置不当、安全监管漏洞，折射出
旅游渐渐成为主流，
“上车睡
有人说：每个季节都能遇到
一些商家趋利诿责的心态。这一
觉，下车拍照、进店购物”的踩
现象并非孤例。此外，一些景区
点式旅游不再被看好。
“ 世界那
最美的风景。入夏以来，文化和
旅游部提示游客“雨季出游多诗
管理水平“做不到位”，硬件设施
么大，我想去看看”，旅游地图
意，旅途风险要警惕”。的确，暑 “跟不上趟”。排队、如厕、停车、 不断扩大；
“ 异域有风味，我想
多体验”，全域游、深度游成为
期出游高峰，往往与多种灾害、 垃圾等细节问题，最容易损害游
危险因素相互叠加。雨季来临， 客体验。
“ 必选动作”完不成，个
大势所趋；
“生活显平淡，我想找
路面湿滑，易发生交通事故；山
性化服务等“自选动作”更无从
刺激”，高空、水上、潜水等高风
区、
海滨等避暑地往往也是泥石
谈起。旅游需求“跑在前”，优质
险项目愈发受到青睐……旅游
流 、滑坡和台风等灾害的多发
供给却“掉了队”，亟待旅游行业
消费升级，不仅对服务体系形成
地；高温潮湿时节，蚊虫滋生、
食
转型升级，监管、
运营、
中介各方
挑战，也对地域城乡建设、社会

治理乃至经济实力提出要求。
无论是旅游的季节性风险，
还是行业的长期痛点，抑或新业
态带来的挑战，均需以“绣花”的
精细功夫来解决。
“ 游客喜欢什
么就提供什么，不喜欢什么就改
正什么。”全面提升旅游品质，需
要交通、
公安、
气象乃至城建、
广
电等部门共下一盘棋，旅游与工
业、
农业、
医药、
文化等产业共做
一桌席，才能营造移步换景、意
味悠然的旅游生态。当菜市场、
小吃店、加工厂成为景区，当居
民成为地域文化的“移动招牌”，
就不必为打造景点、申请 5A 而
苦恼，
“ 一眼望去都是人头”
“节
假高峰坐地起价”等现象也有望
成为历史。

但归根结底，安全是旅游业
的生命线。
如果说出行安全是1的
话，
风景、
饮食、
住宿、
民族风情不
过是后面的 0。
“ 祸患常积于忽
微”，只有监管做到位、
责任不留
白，用严密的制度和扎实的行动
扎紧旅游的“安全带”，才能把未
知的危险系数降到最低。但对于
游客而言，那些为了自拍跨越栅
栏、
为了探险进入未开发景区、
为
了看正在喷发的火山罔顾警示的
任性行为无异于“玩命”，靠贴心
的服务、
严密的监管难以确保无
虞。
唯有上好理性选择项目、
培养
安全意识、
了解地方风俗、
掌握自
救技能、
购买意外保险等必修课，
莫到用时方恨少，方能让出游开
心、
舒心并且安心。
人民网

“下水道”拼多多拿什么超越电商巨头？

近期资本市场形势不太好，
受到贸易战影响，波动性非常
大。而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带
着亏损上市的公司，即便勉强登
陆交易所，破发几乎是一定的，
优信、平安好医生、众安在线等
均破发 15%到 20%不等。可就算
频频破发，也未能阻挡新经济上
市融资的热情，背后的原因也很
简单，
主要是缺钱了。
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
先者为 BATJ，后发者均将自己
对标巨头，以彰显发展决心，众

多“独角兽”更是将超越京东视
为第一步，包括小米、
美团、
拼多
多等，都拿京东做对标。最近几
天，网上就出现大量“拼多多市
值或超越京东”的文章，鼓吹拼
多多已成为电商“黑马”、新势
力，具有挑战阿里、
京东的实力，
一旦上市就会超越京东云云。令
人看了热血沸腾，可在激动之
余，也不免心生疑虑，拼多多靠
什么超越电商巨头呢？
从公开数据来看，拼多多于
2015 年成立后，仅用了两年时
间，成交额就突破千亿，用户量
超 3 亿。而同样的数据，京东用
了 10 年，淘宝用了 5 年，而拼多
多只用了不到 3 年。显然，正是
依靠超速增长态势，社交电商拼
多多迅速崛起成长，奠定了挑战
电商巨头的底气，但真正实现超
越，仅靠这些是不够的。
拼多多采取“低价+拼团”
模式，针对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
场，依赖低价单品爆款、病毒式
传播导流。在拼多多平台里，充
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涉

黄涉暴等违禁商品，不仅造成严
重的社会负面影响，亦令消费者
蒙受假货危害，引发监管部门整
治。
而在业内眼里，
拼多多已成假
货的
“下水道”
，
在阿里、
京东等严
厉打击假货时，不法商家纷纷转
移至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则就
成为假货聚集地，宽松的管理审
核给假货提供了滋生空间。
此前，
有传闻
“小米官方旗舰
店计划于6月16日正式入驻拼多
多”，可直至小米上市，也未见到
该事成行。显然受到拼多多负面
风波不断、
假货层出不穷的影响，
小米不敢
“自毁形象”
影响品牌口
碑，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最终放弃
拼多多，乃是雷军权衡利弊之
后，所做的一个正确选择。
显而易见，如果拼多多不去
花精力打击假货，完善店家、商
品入驻审核流程，提升消费体
验、维护消费者权益，而是陶醉
于“超高速增长”、
“ 赶超京东阿
里”的美梦里，自我膨胀，那么就
会被假货反噬，遭到法律和监管
的惩罚。如今我国处于消费升级

阶段，拼多多却逆势而行，搞“降
级消费”，一味迎合市场放低价、
免费送一堆低价值商品，将质次
价低的商品，倾销到三四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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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集团上市首日破发，第
二天便大涨近 13.1%，收盘价为
19 港元，总市值 4251 亿港元，
与京东的市值相当。与此同时，
排队等上市的美团和拼多多，正
在紧追慢赶。6 月 25 日，美团点
评在港交所提交招股书显示，
2017 年亏损 28.53 亿元。6 月 29
日，拼多多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递交了招股说明书，三
年累计亏损 12 亿元。
（7 月 11 日
《北京青年报》
）

□江德斌

和农村市场，口碑与销量成反
比，快速消耗企业信誉，不仅资
本市场难以接受，消费者也很快
会抛弃拼多多。

加大对虚假广告的
惩戒威慑
如今，线上下单、线下服务已成常态，确
保承诺的服务质量，成为消费者的普遍诉
求。近日，由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2018 年空
调维修消费体察报告》显示，通过知名平台
寻找到的 11 家空调维修商中，竟有 9 家存在
虚构故障、
“小病大修”等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的行为。商家服务“套路”满满，推介平台大
打“推责太极”，最后让消费者买单，可谓市
场失序、
诚信欠费。
商品广告琳琅满目，信息平台择优推
广，这本是商业社会应有的理想场景。但现
实中，使用搜索引擎，付费搜索与自然搜索
混杂在一起；收看电视广告，
“ 国家级”
“顶
尖”等用语颇具迷惑性；留意路边灯箱，
“逢
考必过”
“ 稳赚不赔”等字样令人生疑；登录
电商平台，
“ 全网最低价”等承诺铺天盖地
……利用广告追求曝光率、提升知名度，本
无可非议，然而巧立名目、夸大功效，甚至花
言巧语、弄虚作假，不仅自挖诚信陷阱，还会
破坏健康的营商环境。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今年上半
年，我国查处违法广告 1.5 万余件，罚没款 9.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6.9%和 292.7%。应该
说，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项整治，以往那种明
目张胆、胡编乱造的广告少了，但一些虚假
广告换上了新
“马甲”
，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虚假广告何以屡禁不绝？推介平台为何
故意“放水”？违规获利过高无疑是主要原
因。以医疗广告为例，曾经，游医药贩、街头
广告等城市顽疾令人头痛不已；如今，竞价
排名、
“神医老戏骨”等广告乱象引来诸多质
疑。即便在严格管理的大趋势下，还有商家
未经审查就制作投放，甚至在被约谈后转而
就在移动端上“故态复萌”。违法成本过低，
处罚力度不够，平台责任虚置，监管问责不
力，无疑是虚假广告屡屡冒头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不是失信者的避风港，广告平台
也不能成为“网络世界的电线杆”。今年 4 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 2018 年第一批典
型虚假违法广告案件，处罚对象涉及食品公
司、科技企业、医疗行业、广播电台等各方主
体。无论是广告商，还是平台方，都不能以促
销为名，行欺骗之实，也不能以吸引眼球为
由，极尽夸大之词。
信用是无形的资产。除了让相关法律法
规长出牙齿、织密覆盖全产业链的监管体
系，消除虚假广告的生存土壤，涤荡诚信经
营的社会风气，还要充分发挥信用约束的作
用，努力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惩戒
威慑。这样，才能守护公平有序的市场规则，
擦亮商业伦理的诚信底色，涵养互信互利的
诚信社会。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