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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原创收费能否扭转传统媒体多方下滑趋势，可能还需打上一个问号。

华声在线长沙网
微信号：cs_voc

湖南日报
微信公共号

新媒体矩阵

无线湖南APP 三湘都市报微信

96258微信

最近，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
长柳斌杰在接受采访时就透
露， 国家正准备搭建一个信息
平台， 把所有的原创新闻放在
这个平台上， 任何网站使用的
时候都要付费， 以此来加强对
新闻作品知识产权的法律保
护。

终结网站“免费午餐”这一
看上去很美的计划对传统媒体
而言似乎是信息领域的一个贸
易保护策略， 创作者们辛苦采
写、 创作的稿件不再被无偿转
发甚至窃取， 而是能够以货币
的形式给予价值的确认和给
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原创
收费或能起到相应作用， 但若
将其置于纯市场的环境下来看
待， 原创收费能否真正扭转传
统媒体多方面的下滑趋势，可
能还需打上一个问号。

从传统媒体与网络之间

的关系来看，二者处于一种既合
作又掠夺的状态当中， 一方面，
在报业竞争日趋激烈和经济收
益大幅下挫的困境里，报业需要
网络为其提升影响力； 另一方
面，又需要承受网络将报纸原创
内容堂而皇之据为己有的后果。
但如果要彻底摆脱这种“掠夺”，
那么势必又会导致报纸的影响力
下降， 曾经采取收费阅读模式的
国外诸多媒体最后达成的共识
是： 如何实现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发布新闻以保持和提升影响力，
这才是报业亟需解决的最大问
题。 这也是全球性报纸网站纷纷
由最初的收费模式转向免费模式
的根本原因。

另外， 传统媒体目前自救的
口号是“内容为王”，但不可否认
的现实是， 随着包括各大主流媒
体在内的裁员、内容精减，以及传
统媒体赖以提升竞争力的专业深

度报道的限制和减少， 传统媒体
内容的附加值正在不可避免地下
降。但是，内容的附加值恰恰是决
定原创内容是否具备收费价值的
重要因素， 荷兰调查公司ＡＣ尼
尔森2010年向52个国家2.7万人提
问： 是否会考虑为网上的内容付
费？71%的回复者表示，付费内容
的质量必须要比免费内容的质量
高得多，他们才会付费。这表示，
撇开文化消费习惯不谈， 目前因
传统媒体本身不景气而形成的人
员减少、内容同质化、报道质量下
滑等现状， 可能会因收费阅读模
式的启动而造成阅读量进一步降
低的恶性循环。

不得不承认， 数字经济将信
息价值推向了零。 建立一个信息
平台去保证原创的商业价值，能
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传统媒体的颓
势，这是一个很难估计的问题。正
像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 这种一

刀切的模式的可操作性十分可
疑，除了会影响速度、效率以及增
加传播成本之外， 还会对网络媒
体的信息删选造成很大影响。而
如果将其完全交给市场， 由网络
媒体跟传统媒体签订协议， 购买
转载权，反而便利得多。但最重要
的是，由政府主导创建信息平台，
大一统地管理信息交易， 显然不
是健全市场规则、 划清利益界线
的最优办法，更不排除在这种“保
护手段” 之下传统媒体无法改变
不思进取的现状。

毫无疑问， 媒体行业处于沧
海桑田的大变局中， 如何让传统
媒体的稿源优势变现成商业优
势， 以及如何与互联网进行深度
合作、加强增值服务，并提升原创
生产力，真正实现“内容为王”的
自救， 才是传统媒体在信息时代
的生存之道。

■本报评论员 张英

铁路客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后， 为了最大限度方便旅客， 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退票规
则，对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的不收取退票费。（详见今日本报A07版）

在不久前铁路部门宣布铁
路客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之
后，“多赚退票费” 等一直都是
饱受许多网友“吐槽”的问题。
为此， 一些论者还进一步向铁
路部门提出了“降低部分退票
手续费”等建议和呼吁。在这种
现实语境下， 新规之所以值得
“点赞”， 显然不止是因为新规
的内容本身，更在于，铁路部门
这种不仅能够及时正面回应舆

论批评而且还能“从谏如流”、“有
则改之”的积极态度和胸怀。这种
态度和胸怀， 对于一向有“铁老
大”之称的铁路部门来说，无疑显
得十分难得、 不同寻常。 众所周
知，长期以来，铁路部门凭借优越
的特殊垄断地位， 在面对社会公
众和铁路消费者时， 往往拥有某
种超越一般市场规则之上的“不
由分说”、“说一不二” 的强势地
位。 ■张贵峰

只要乘坐过火车的消费者
都非常清楚， 旅客选择退掉耗
费宝贵时间辛苦抢来的火车
票， 基本上是因为遇到了突发
情况， 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下的
被迫无奈选择，不得不退票，否
则， 没人会选择退票。 换句话
说， 旅客退票其实属于一种临
时性补救措施， 很少有旅客是
有计划的提前退票。 当在全国
总共没几个旅客选择提前15天

退票现实情况下， 纵然铁路总
公司实施提前15天退票不收取
退票费的优惠政策， 也没有几
个旅客能够享受到这种优惠。
相反， 有计划的提前15天退票
的，靠倒票敛财的“黄牛党”的
可能性比较高。从这个角度说，
提前15天退票免收退票费，可
能只是让“黄牛党” 占便宜罢
了，并不值得点赞。

■何勇

“铁老大”能“从谏如流”值得点赞 提前15天无偿退票只是看上去很美

聚议厅

【调查一】
征收的钱不够多吗？

全国收费高速公路一年收
费几何？ 有关部门2010年曾公
布， 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已达
2800亿元。 此后再没有公开过。
但交通运输部公布的信息显示，
2012年国庆、2013年春节、清明、
“五一”四个节日全国共免收小客
车通行费143.08亿元。据此，专家
估算，如今全国高速公路一年收
费在4000亿元以上。

“公路资源属于特许经营范
畴，各省交通集团及其控股企业
应该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殊
企业法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
经营只能微利保本。”北京交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说。

那么，作为公益性项目本应
微利的高速公路缘何成了暴利
行业？广东一路桥公司项目负责
人告诉记者，一方面，我国高速公
路收费标准总体偏高，每公里价
格比许多发达国家还高；另一方
面，当年设计收费制度时，并没有
预计到如今如此巨大的车流量。

广东知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志勇认为， 在当前的车流量
情况下， 各地应对收费标准重

新评估，未来高速公路的投资、贷
款、股权结构、具体收费开支等信
息应透明化、公开化。

【调查二】
收取的钱用来还贷了吗？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被认
为是高速公路收费最强有力的依
据。面对公众质疑，山东省交通部
门对延期收费给出的理由之一就
是“贷款没还清，还有巨额的养护
费”，但15条路中，哪条路贷款没
还清却并未说明。

一年上百亿元的巨额收费都
用于还贷了吗？ 山东省交通运输
厅给出的“账本”显示：2013年政
府还贷公路收费主要用于还贷和
维修。 其中归还本金和利息约85
亿元， 大中修及养护约7亿元。但
这归还利息部分不仅是高速公
路， 还包括了二级公路和农村公
路债务利息。

山东给出的另一个理由是，
全省高速路债务余额仍然很重。
截至2013年底，累计贷款余额达
589亿元。为此，山东实施了“统贷
统还”的办法。事实上，目前包括
山东、山西、河南等多个省份均确
立了“统贷统还”的政策。

“实行‘统贷统还’，就是说只
要有一条路还没还清贷款， 所有
其他路不管还清、到期与否，都将
继续收费。”广东一家高速公路公
司负责人说。

【调查三】
收来的钱还用来做了什么？

除了还贷和企业暴利， 巨额
通行费还被用来干什么了？此前，
审计署曾对18个省份的高速收费
的专项审计，揭开了一些黑洞。

闲置和挪用。 大量资金被闲
置，并没有用于还贷，有些资金被
挪用于建楼堂馆所、投资股票等。

养人。一边是高额福利，一边
是人浮于事、超编严重。据了解，有
一家高速经营企业编制27人，实际
却多达156人。 记者从广州一家路
桥公司职工处获悉，一般员工月收
入在8000元到1万元， 而一个路段
的项目负责人，手里管理的资金上
亿元，一年收入可达30万元。

利益输送。在收费权转让中，
有的领导干部违规插手， 导致国
有资产受损， 而个人从中谋取巨
额利益。审计发现，合巢芜高速公
路收费经营权转让中， 国有资产
流失12.4亿元。

一年4000亿元高速收费哪去了
收来的钱除了修路还贷还用来做了什么？ 调查：高福利养人或挪用或利益输送

日前， 山东交通部门
宣布，2014年底到期的15
条（段）高速公路将继续收
费， 主要理由是偿还银行
贷款。

山东并非首个推迟收
费时限的省份。此前，新疆
等地也对到期公路采取了
延期收费。据悉，兴起于上
世纪90年代的收费高速公
路， 将迎来收费到期的高
峰。按2000年已建成里程
往后推，近两年内，收费到
期的高速公路约1.6万公
里。 这些道路是否均会继
续延时收费，备受关注。

目前， 全国10万余公
里的高速公路中90%以上
要收费。专家估算，全国高
速公路一年收费在4000
亿元以上。 被称为“印钞
机”的高速公路，延时收费
提出“还不清贷款”的理由
是否站得住脚？ 征收的钱
又流向哪里了呢？

高速公路何时才能回归
公益性？ 到期了确未还清贷
款怎么办？ 交通运输部发言
人何建中在答记者问时明确
提出， 到期的收费公路应严
格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的规定，到期后停止收费。

鉴于我国高速路网建设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专家提
醒，规范高速收费应前置。广
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当
前， 地方交通部门及其下属
企业在高速路建设管理中处
于垄断地位， 加上修路对
GDP的贡献， 地方有上马修
路的冲动， 这也导致一些道
路效益很差， 地方就不得不
打效益好的公路的“主意”，
所以有了各种借口的延期收
费。因此，要加强对政府决策
的科学论证， 避免因过度建
设而陷入“贷款修路、收费还
贷”的恶性循环。

■据新华社

专家：避免因过度建设
而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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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5000000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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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7�9�2�8�5�6�7

排列 5开奖号码：8�8�1�5�3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8�8�1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4
19
239
2805
33891
372650
409608

5000000
20291
1800
300
20
5

20000000
385529
430200
841500
677820
1863250
24198299

3655
5512
0

1040
346
173

3801200
1907152

0

16 100000 16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