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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

TA说瞭望创智

面孔

话题

“黄牛”出没，二手票务平台不能任其野蛮生长

P2P暴雷本质是流动性问题

公摊面积怎么看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许多人在满足基本生活需
求的基础上， 也开始在一些
文娱类活动上投入， 比如观
看演唱会、话剧、音乐剧、展
览等。近日，记者调查发现，
在很多演出“一票难求”情况
下，出现了一些二手票务平台
打着“票保真”的名头，加价出
售门票。

所谓的二手票务平台，就
是非官方票务网站， 却出售门
票。梳理报道可知，除了加价出
售门票， 这类平台还存在购票
后迟迟不发货、 买了票被临时
退票、 退票却要用户承担一笔

费用等等。如此乱象，很容易让
消费者权益受到伤害。

比上述更让消费者受伤的
是存在假票。 比如有的消费者
就反映， 如果贪图便宜购买了
加价数额较少、 卖家信誉较低
的票， 就有可能面临来自假票
的困扰。同时，有的票务平台给
出的卖家信息仅仅只是一张照
片，上面印着“某某传媒公司”，
并没有具体的联系电话和地
址。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可能会
遭遇到维权难。

针对以分销为主的二级票
务市场易成为票务问题重灾区
现状， 其一， 亟待监管力度加

强。以演出票务市场为例，近期
就迎来了最严监管。

其二，亟待规范票源管理。
诚如有演出行业分析认为，票
源混乱是导致二手票务平台假
票频出的原因之一。比如，二级
票务市场包含各类票务代理分
销商、二手票务平台、票务代理
商以及地域性的个人代理“黄
牛”，票源非常复杂，难免掺杂
着假票。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
官方验票质检等措施， 对票源
进行规范， 以规避假票等坑害
消费者。

其三，消费者应增强防范。
比如， 购票通过官方网站和正

规渠道， 即便为了便宜购买转
让票或二手票， 也应多方核实
对方的身份。

综合来看， 二手票务平台
是对传统票务平台的补充，满
足了一定的市场需求。2011年7
月原文化部就出台《关于规范
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
的通知》。对于二手票务平台而
言，理应坚守商业道德规则，既
要保障票源质量， 更须秉持为
消费者负责的经营理念。当然，
国家相关部门也亟须将二手票
务交易纳入监管体系， 如此消
费者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据新京报

媒说

“企鹅”“杏仁”牵手
拉响在线医疗整合战

据北京商报消息 互联网
医疗行业再次成为镁光灯的焦
点。8月9日，企鹅医生宣布与杏
仁医生集合双方平台、 资源等
优势进行合并， 新集团公司统
称为“企鹅杏仁”，将布局线上
线下一体的大健康服务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企鹅医生与杏仁
医生的合并对资源进行了整合，
实现线上和线下、实体和平台的
有机结合， 但目前大众消费观
念、医疗质量把控以及医保支付
配套等依然存在问题，此次合并
能否为互联网医疗行业的盈利
模式指明道路仍存变数。

记者了解到， 线上问诊的
发展普及带领互联网医疗进入
新发展阶段， 但线上问诊有局
限性， 难以实现医生与患者之
间的真正交流， 做不到确诊与
诊疗。 在这种情况下， 企鹅医
生、好大夫在线、丁香园等互联
网医疗企业的发展路径， 从原
来的纯线上逐渐走向线下，探
索向互联网医院转型寻求线上
闭环的商业模式。

不具有现金价值
“麦当劳币”炒到千元

据新京报消息 8月3日，为
庆祝巨无霸汉堡50周年， 麦当
劳中国宣布将在全球发行620
万枚MacCoin纪念币，其中中国
在8月6日共发行100万枚纪念
币。麦当劳官网介绍，一枚该款
纪念币可以在今年年底之前免
费兑换巨无霸一个。 但新京报
记者发现，该款纪念币发行后，
兑换汉堡者寥寥， 而在网购平
台上， 一套纪念币的价格被炒
至800元到1000元不等。

对于此次发行的纪念币，
麦当劳官方网站用小字提示：
MacCoin不具有现金价值，只
能在指定餐厅免费兑换巨无
霸汉堡。

2013�年， 董骏创办积木
盒子，创业一年后，就得到雷
军等大佬的支持， 拿到顺为
资本、小米、经纬的投资。也
是在2013年， 因为余额宝的
上市， 线上金融交易活跃起
来，P2P在此背景之下成为很
主流的商业模式。“2014年，
我们融B轮时候， 有十多家
VC抢着入局。”

成立五年的积木盒子，
经历了“河北融投”，并先后
完成品钛集团的分拆， 成立
积木拼图集团， 以及对港股
上市公司永骏国际控股的收
购， 完成线下和线上的双重
布局，同时， 将业务收窄到消
费，夫妻老婆店、个体工商户
等的小额贷款。

作为积木拼图集团的掌
舵者，董骏认为，P2P暴雷是一
次流动性危机，并称，P2P这个
市场是有传染性的。如更清醒

地看这件事，面对监管，可以
让这个市场更稳健和安全。

董骏指出， 从比较密集
的有平台违约、跑路，到整个
市场都受到一定的体系性影
响， 绝大部分平台看起来交
易量都是下降的， 比起一个
月前， 整个行业是相对比较
低迷。有人说这是信贷危机，
但实际上是流动性危机。信

贷危机一般是基于贷款的资
产端发生的危机。 但最近更
多在是投资端的波动， 资产
端相对稳定的。流动性危机，
是技术性危机， 只要行业所
触及的底层信贷资产比较稳
定，反而可以去泡沫，让平台
在运营的时候更加的注意长
期管理流动性风险。

■据界面新闻

日前， 新华每日电讯发
文质疑公摊面积，将一个老话
题重新打捞起来，引发广泛共
鸣。起因是一篇文章在网络热
传，买了100平方米的房子，公
摊居然高达30平方米。

公摊面积存在十数年
了， 一直被诟病， 从未有改
变。 公摊面积是对房地产市
场的一种扭曲， 消费者成为
盘剥对象。 但因为过去十数
年的房价始终上涨， 这抵消
了消费者对于公摊面积的不
满。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房价上涨预期转淡，以前被高
速发展所掩盖的种种矛盾开
始露头，暗礁变成浅滩。公摊
面积的重新审视， 既有偶然，
也因应着必然。特别是，房地

产税的脚步越来越近，公摊面
积意味着额外的费用，如果再
加上已经存在的物业费、供暖
费，消费者显然不想再当冤大
头了。如果继续“沉默”，矛盾
将越来越尖锐。

可以说， 公摊面积是个
典型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大家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
然。具体公摊面积怎么算，个
体是信息和权力的双重弱
势， 基本属于逆来顺受的被
告知地位。这么多年下来，人
人都知道这是个坑， 但无能
为力，含着泪也要被坑。

公摊面积之所以称为沉
疴，在于改革它只对消费者有
好处，对政府和企业，则没有
积极性。甚至，在当前史上最

严楼市调控的“政治正确”面
前，取消公摊面积将间接“助
攻”房价上涨，这可能是改革更
大的顾忌。然而，公摊面积缺乏
标准、管理混乱、信息不对称，
侵蚀消费者利益，怎么看都应
该是供给侧改革的对象。

距离1998年的房改已经
过去20年， 中国的房地产正
在迎来新的住房供给制度。这
理应成为一个改革窗口，对过
去20年的市场痼疾进行“清
算”， 从而为新的制度打开空
间。正如新华社所言，“公摊面
积问题积弊已久，越涨越多的
公摊面积，实质上已经侵占到
百姓的利益，也损伤了市场经
济的公平与公正”。

■据北京商报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
上涨2.1%，时隔三个月重回
“2”时代。国家统计局表示，
暑假出行高峰、需求增加是
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此外，
分析表示， 未来CPI缺乏显
著反弹的动力， 全年CPI预
计在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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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8日， 包括A股和
港股市场的28家房企公布了前
7月销售数据，累计销售金额达
24340亿元， 同比增长38%。相
比1-6月的36.5%增幅， 上述28
家房企销售额增长加快。

累计注册用户400多万、
收取押金超过8亿元， 上线一
年完成两轮融资。然而不过两
年时间，风风火火的小鸣单车
便宣布破产。这是全国首个共
享单车破产案。

负债高达5000多万元，其
中包括11万用户的押金；公司
资产仅剩35万元现金和散落
各地的单车。近日，相关公告
披露，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同意对小鸣单车按每辆
12元进行回收。

今年以来， 为减少A股
“随意停”“任意停” 现象，交
易所对上市公司申请停牌理
由审核更加严格。 以重大资
产重组为例， 如果没有具体
标的或者初步方案等详细内
容，仅凭“筹划重大事项”等
理由申请停牌往往不予通
过。据统计，截至8月8日A股
共有122家公司停牌，不足去
年同期一半， 其中56家停牌
在60天以内， 停牌家数和平
均停牌天数均下降明显。监
管层对于肆意停牌的恶疾严
肃治理将成为常态。

亿

随着我国金融业开放脚
步的加快， 外资开始踊跃进
入人民币债券和A股市场。据
彭博社统计，2018上半年股
债市场的外资净流入超过
5000亿元人民币。

一方面， 国内货币市场
流动性合理充裕， 另一方面
外资看好中国市场， 踊跃入
场。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很
“有钱”了。

董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