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点华
声

以手机召车软件平台为载体
的专车产业在中国经历了迅猛发
展的一年， 全国第一个针对专车
营运模式的试点管理方案即将在
上海落地。 虽然这个方案的面世
还需要经过交通运输部批准，但
据知情人士称， 上海市交管部门
倾向认可“四方协议”模式。即允
许由租赁公司旗下车辆运营的专
车，在补齐保险、驾驶员培训及验
证营运平台资质后，加以合法化；
但是由私家车投入运营的专车，
仍未在开放之列。（7月29日《重
庆晨报》）

中国出租车行业经过30多年
的快速发展，已经遭遇到了瓶颈。
出租车行业是城市交通的较高级
形式， 基于公共交通与市民的个

性化需求而诞生、发展，但行业
现状是，国内各大城市中，上下
班高峰时打不着车， 黑车却大
行其道。欲增加出租车数量，司
机们则满腹牢骚， 这钱越来越
难赚。该行业涉及的四方中，市
民不满意， 车难打； 司机不满
意，钱难赚，份子钱太高；但出
租车公司与授牌的地方政府，
则比较满意。 由于其独家经营
的特权是由法律所规定并受到
政府保护，而非自由竞争产生，
更增添了民众对此的不满。

专车的诞生， 即是对出租
车垄断经营的挑战。 腾讯旗下
市场调研公司近日发布调查报
告称，北上广三大核心城市中，
专车用户渗透率已接近40%。

一年多来的迅猛发展， 使得出租
车行业与专车平台势成水火，有
关主管部门也大伤脑筋， 要么出
面叫停，要么抱着围观的态度，让
专车“飞”一会儿。上海拟在全国
第一个推出针对专车营运模式的
试点管理方案，值得点赞。上海市
交通委主任孙建平表示， 专车应
该是顶灯出租车的补充， 解决高
峰时期顶灯出租车投放量不够的
问题。 上海希望专车和顶灯出租
车、租赁车形成优势互补、和谐共
处的新格局。

尤其应称道的是， 与即将出
台的国家性《网络预约出租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相吻合的
是， 上海将专车定义为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 并列入了出租汽车管

理框架体系内。换句话说，专车将
是出租车行业的新成员， 出租车
行业的垄断格局将被全面打破。
而专车管理的规范化、合法化，不
仅可以无限挤占黑车的营运空
间，倒逼出租车公司让利，而且尊
重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
权，极大地提高服务质量。

没有规矩难成方圆。 只有允
许公平竞争， 才有行业的良性发
展，行业整体的管理、技术、质量
与效益，也基于公平竞争得以全面
提高。上海的专车“试点”，是消除
出租车行业垄断的破冰之举，也是
专车这一新兴的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业态， 在法律框架下能否适应
市场的一次大检阅。 我们不妨拭
目以待。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7月26日，国内首创“赚钱”
夏令营———财商特训夏令营在
中国第一古商城———洪江古商
城举行了结业仪式，孩子们通过
七天的努力完成了从“小伙计”
到“大掌柜”的蜕变，并通过赚取
银票，兑换了17896元的现金奖
励。（详见7月27日本报报道）

“户外探险”、“军事训练”、
“素质拓展” ……每临暑假，打
着各种旗号的夏令营活动便层
出不穷， 迎合了部分家长望子
成龙的期望， 但仍难解青少年
教育困局。 而洪江古商城推出
的财商特训夏令营， 不仅形式
新颖，其“教育赚钱”的理念更
是切中当今青少年教育脱离社

会实际的弊病。
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我

国正快速步入商业社会， 对青
少年的教育也亟待改变。 计划
经济时代， 个人发展是在“安
排”中进行。市场经济时代，个
人发展则需要在“选择” 中进
行。继续保持“读好书，上好大
学，找好工作”的“圈养”教育模
式， 众多青少年将在成长过程
中丧失创新活力， 并在进入社
会后经历漫长的“阵痛”期。

而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
也未能让青少年摆脱“圈养”的
教育模式， 反而使得青少年掉
进了“全面发展”的教育陷阱。
全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少年的

生活被全面切割。 所谓“提升素
质”的夏令营，不过是家长对青少
年生活的变向切割， 貌似美好但
缺乏自主选择的活力， 并不适应
商业社会的教育需求， 也不能真
正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在商业社会， 青少年真正需
要的教育是直面现实， 在真实的
社会中学会自主选择。 商业社会
的人际关系普遍变成了商业关
系。从商业合作的角度来说，也需
要双方拥有“法人”资格，可以自
主决定并承担其责任。

直面真实社会， 青少年必须
树立科学的“金钱观”。正如共青
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彭力所
说， 在洪江古商城举行的财商特

训夏令营， 通过网络游戏模式的活
动设计寓教于乐， 在浓重的商道文
化中逐步培养财商， 这是青少年在
商业社会最需要的教育。通过对“财
富观”的认识，青少年将知道如何通
过自己的努力满足自己的需求，从
而更积极主动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时代吹来了自由的风， 是飞
向远方，抑或是迷失方向？这取决
于我们是否拥有一颗强大的心，
一种自主选择的本能。 在培养这
种本能的黄金时期， 社会需要更
多这样教育“赚钱”的夏令营，帮
助青少年认识真实的商业社会，
理解金钱， 并理解自己的欲望，塑
造出完整的人格，成长为商业时代
所需要的人才。 ■左凡

专车“试点”是垄断破冰之举

青少年教育需要更多“赚钱”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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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超级大乐透 第 15087 期

开奖号码：02�05�15�17�22��+01�11

排列 3、排列 5��第 15203 期

下期奖池金额：147062129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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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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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 5开奖号码：6�4�7�2�8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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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

2
2
29
10
327
85

15751
5248
321514
106279
3603867
4053114

10000000
6000000
261627
156976
9420
5652
200
100
10
5
5

8625
0

13367

1040
346
173

8970000
0

2312491

66 100000 66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