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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峰日客运量

预计超 1 亿人次
七部门负责人谈春运保障举措

读书、游戏、点餐……微信小程序自
去年 1 月 9 日正式上线以来，为近 9 亿
微信用户提供了不少便利。“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开通成本低，也不需
要写代码，微信平台上的用户也多，一些
非法现金贷经过伪装后也以小程序的形
式上线，继续违规从事贷款业务。

“黑贷”转战小程序，有公

司遭投诉千余次

2017 年 12 月，银监会联合央行印
发了《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
知》，明确要求暂停新批设网络(互联网)
小贷公司；暂停发放无特定场景依托、无
指定用途的网络小额贷款。

近日，记者在微信小程序中输入“贷
款”搜索，随即有数十个相关小程序出现
在列表中，如个人无抵押贷款、黑户新贷
款、秒借贷款等，额度从 200 元到 10 万
元不等，都号称“放款简单、快速”。

记者对排列在前的 30 个关于贷款
的小程序逐个排查发现，8 个小程序所
属企业主体在工商登记信息中有小额贷
款经营资质，其余小程序基本都属于违
规经营贷款业务。这些小程序分为几类：

--通过小程序引流至网贷 APP。在
一款名为“贷款借钱王”的小程序中，记
者在填写手机号和验证码后，被引导至
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了一款名为“贷上钱”
的 APP。用户协议显示，这款 APP属于
上海腾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查询，该
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的经营范围明
确规定：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在“聚投诉”平台上，针对该公司的
投诉达 1000 多次，主要是“变相收取高
利息”“暴力催收”等内容。

——— 搭建类似“借贷超市”的小贷平
台。在一款名为“找贷款去哪儿”的小程
序中，其服务类目标注为“图书报刊/音
像/影视/游戏/动漫”，但该小程序中汇
聚了包括“校园贷”“工薪贷”“公积金”等
多个网络小贷。

记者核查发现，多数撮合小贷的小程序法人主体，都以
“巧立名目”的方式超范围经营。

——— 个人贷款横行其中。在一款名为“贷款空放”的小
程序中，有一个用于咨询“贷款方案”的深圳手机号。记者在
拨通该号之后，提出要借款 5000 元一个月做周转，对方遂
开出月息 20% 的“砍头贷”条件：即借款 5000 元，实际到手
为 4000 出头，一个月后需支付本息 6000 元。

非法现金贷如何上线小程序？

据了解，腾讯对于小程序上线制订了具体的规则，包括
“个人类小程序每自然年拥有 2 次改名机会，非个人类小程
序需通过微信认证方式修改”“小程序头像和介绍一个月可
修改 5 次”“服务范围一个月可修改 1 次”“特殊行业需提示
特殊资质”等内容。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借贷小程序多以个人名义申请开
通，服务类目包含综合生活服务、公关、推广、市场调查、家
政服务等。

某知名现金贷公司业务负责人称，在监管新规出台后，
一些非法小贷公司的网站被取缔，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小程
序这样的平台。“因为开设成本低，也不需要写代码，微信平
台上的用户也多，都愿意来这里搭建平台。之所以把类目设
置得五花八门，主要是为了逃避监管审核。”

为了解现金贷小程序的上线难度，记者通过网络检索
到一些小程序“代开发者”，并以某借贷公司福州分公司业
务代表的名义向其了解小程序的上线流程。据某“代开发
者”称，申请小程序一般可分为个人和企业申请，企业申请
要求提供工商营业执照等信息，个人申请则无需证明，只是
缺少附近和支付功能。他建议记者，如果未取得相应资质，
可以个人名义申请无需营业执照的类目，如家政、丽人等，
审核通过后再换上需要展示的内容，一般没有人投诉就不
会被封号。

另一小程序“代开发者”则表示，如果不在小程序上做
交易，只是单单做一个扫码引流页面，平台也不会轻易作封
号处理。

记者 30 日就上述问题函询微信官方，对方答复称，在
小程序的前置审核方面，微信官方目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审核：第一、小程序主体真实性审核；第二、小程序账
号基本信息审核，如名称、logo、简介、类目等；第三、特殊行
业类目需添加符合法律规定的资质，比如非银行机构从事、
提供借贷或借贷信息服务的法律法规依据，和相应的资质
文件都要进行提交审查；第四、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公众
号、小程序主体的信用识别能力，以及对违规主体的账号提
前发现。

记者还被告知，针对不少成功“躲猫猫”上线的黑贷小
程序，微信方面目前已经根据关键词策略清理了数百个恶
意的“借贷”类小程序。而针对小程序名称与类目存在不符
的情况，也开始进行排查处理。

记者发稿前，发现通过“贷款”“现金贷”等关键词已无
法搜索到相关小程序，但是能够通过“秒借”“立下”“黑户”
等非法现金贷业内专用术语搜索到相关小程序。而且，在
“曾用过”项目下，记者前几天打开过的贷款小程序依然能
够登录。

平台亟须加强小程序的审核和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
东教授表示，微信小程序作为新兴的开放型平台工具，具有
强大的网络引流作用，对互联网领域中活动的个人与企业
都有更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平台的经营方应当承
担起更大的监管责任，以此倒逼其加强对开发者的约束。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告诉记者，由于目前
我国电子商务法仍处在草案阶段，对微信小程序等的管理
主要依据是《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
定》等位阶较低的规范，这给提升监管质量带来一定难度。

杨东建议，网络信息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工商管理部
门、公安部门等应该采取联动措施，对确有违法活动的企业
个人等依法进行处罚。

有专家建议，微信小程序应为使用者提供更为便捷的
“一键投诉”和高效的“投诉反馈”机制。微信方面表示，欢迎
提供更多的线索，举报违规小程序，并希望与开发者、用户
共同努力营造健康的小程序生态。

(记者杰文津、颜之宏、吴剑锋、付敏)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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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1 日，从井冈山开往北京的 Z134 次列车上，列车乘务员在车厢里贴上了喜庆的窗花，扮靓乘车环境，为
即将开始的春运做好准备。 （张学东摄）

▲ 1 月 31 日，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上海客运段列车
长陆敏敏与两岁的女儿告别。春运期间，陆敏敏将和同事
一道坚守岗位，为返乡旅客服务。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 1 月 31 日，福州火车站工作人员为旅客介绍刚刚
投入使用的自助服务系统。该系统可自助扫码查询余票
情况、车站周边交通等信息。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獐子岛的扇贝又跑了？
30 日晚间，獐子岛(002069)发布公告称，

目前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
2017 年的业绩从预盈调整为预亏 5 . 3 亿元-
7 . 2 亿元。公告一出，市场哗然。这是继 2014 年
獐子岛发布公告称，因遭遇“冷水团”公司超百
万亩虾夷扇贝“报废”后，该公司扇贝再次被宣

布“跑路”。

有人马上把扇贝飞速游泳的视频挂到了
网上证明扇贝真的会“跑”。然而，资本市场的
“扇贝”又岂能说跑就跑？

这一次，獐子岛的扇贝到底跑没跑，还需
要调查。但需要调查的不独獐子岛一家。近期
几家预披露业绩的上市企业已经被编成段
子：“贝因美：亏 10 个亿，服不服？乐视：不服，
我加个零；保千里：亏得数都数不清；獐子岛：
哦，我扇贝又跑了。”

上市公司曾被比喻为“珍珠”，本应是相
对优秀的企业代表，在经营能力、防范风险、

社会责任等各方面都该作出表率。作为资本
市场的基石，这颗“珍珠”不光是要质量好、价
值高，更应注重自身形象，主动维护资本市场
的严肃性。

即便很多时候企业经营的风险无法预
判，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到高质量发展，那么
起码资本市场上的企业必须要有担当，不应
成为中国企业的“下限”。

近期不断出现的市场乱象，不由得使一
些人感觉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就像进行一场
“扫雷”大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企业曝出
“跑路扇贝”，令投资者一脚踏空，赔钱蚀本。

中国资本市场不容许用这么多带有戏剧
色彩的公告，损害市场的严肃性；不能用业绩
变脸、信披违规等手段，践踏市场规则；不能
让股民真金白银的支持，换得“一地鸡毛”。

资本市场应该有更加完善的市场规则，
更加严厉的监管手段，更有执行力的退市制
度，形成让上市公司尊重规则、敬畏规则的环
境，少一些戏剧感，多一些严肃性。

只有这样，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
保护，优质上市公司才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
资源支持，中国资本市场才能风清气正，持续健
康发展。(记者许晟)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资本市场的“扇贝”岂能说跑就跑

不当煤老大，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山西经济由“疲”转“兴”新观察

新华社太原 1 月 31 日电(记者梁晓飞、孙亮全)经济增长
2014 年以来首次步入合理区间，GDP 增量相当于过去 5 年增
量总和、工业企业利润回升到 2012 年以来最好水平…… 2017
年，山西省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
略，推动经济由“疲”转“兴”，形成强劲转型态势。

不当煤老大 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

经过 60 米高的熔炉煅烧、数百公里长的管道“桑拿”，过去
的劣质煤，变身为 5 条高科技产业链、180 个型号的精细化学
品，山西潞安集团从吨煤、升油再到克化学品的“煤炭梦”正在变
成现实；继“笔尖钢”后，太钢集团又一创新成果——— 千吨级的高
端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

但就在三年前，潞安集团正面临“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潞
安”的自我追问，太钢集团的亏损额动辄上亿元，山西经济一度
陷入“几近谷底、前景不明”的被动局面。

面对困境，山西坚决破除“煤炭依赖”，依靠创新驱动、转
型升级，开启了“不当煤老大，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强劲转
型。

过去两年，山西退出煤炭产能 4590 万吨，煤炭年产量较历
史高点减少 1 亿多吨，淘汰炼铁产能 82 万吨、炼钢产能 325 万
吨。与此同时，煤炭先进产能占比快速提升，笔尖钢、高端碳纤
维、高铁轮轴钢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2017 年，非煤产业对山西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快于工业增速 3 个百分点，文化旅游产业正
加快成为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刀刃向内以改革促转型

“过去我们求着政府办，现在政府追着我们干。”晋中恒隆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李海生说，从拿地到开工，过
去要经过 28 道审批，没有一两年办不完。现在，开工前的审批
事项减为 4 项，政府主动服务的事项多了 9 项。

去年 5 月，为优化营商环境，山西决定向“审批长征图”开
刀，在全国率先试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已实施的 89
个项目从立项到开工时间平均缩短 4 个半月。同时，山西省坚
持以改革促转型，经济改革领域“补考”“赶考”一起抓，打出转
型综改“组合拳”。

去年 2 月，整合了 4 个国家级开发区、3 个省级开发区及
山西大学城等 8 个产学研园区的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正
式挂牌。仅仅十个月，示范区内已开工项目 81 个，引进新兴产
业项目 62 个，投资额达 970 亿元。

2017 年，山西新设立 15 个省级开发区，各类开发区承接
了全省八成以上的新开工项目，贡献了六成以上的新兴产业
产值，成为转型综改的“主战场”。

备受关注的国企改革，则成为转型综改的关键一招。去
年，山西省属国企清理欠薪欠保 176 亿元，公布了 53 个“腾笼
换鸟”项目，新设立多家新型产业公司，企业办社会和厂办大
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正在加快解决。

眼睛向外补足开放短板

随着 200 多吨法兰装车发往印度尼西亚，“中国锻造之
乡”山西省定襄县日前完成了首单出口业务。

位于五台山脚下的定襄县，是全球重要的锻钢法兰生产
基地。尽管拥有自主出口权的企业多达 160 多家，产品也被出
口到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过去当地没有一个外贸服务平
台。

“以前出口产品，只能先运到天津港再办出口手续。新建
成的国际物流园区有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不仅减少了物
流成本，还可以先入库缓交税。”一家法兰企业负责人史志良
说。

山西不沿海不沿边，虽占据连接东西、贯通南北，北进蒙
俄、西通欧亚的区位优势，拥有“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
百年”的晋商底蕴，但长期以来依赖煤炭，养成了眼睛向内的
习惯。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去年山西确定了“东融
南承西联北拓”的开放发展战略，出台了以“二流财政”实施
“一流人才政策”、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面向全球招标等一系列
政策措施，“空、地、网”对外开放大通道加速形成。

2017 年 2 月，山西首趟中欧班列开往俄罗斯；同年 9 月，
山西首趟中亚班列驶往哈萨克斯坦；同年 10 月，太原武宿机
场进入全国繁忙机场行列；同年 12 月，从俄罗斯布拉茨克始
发的山西首趟中欧回程班列满载而归。

今年，山西还将开通太原至北美、澳洲等国际航线，完善
中欧、中亚班列运行机制，建设大同、阳泉等国际陆港，推进国
际邮件互换局和国际邮件交换处理中心建设等，以奋起直追
的新姿态，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2 月 1 日，一年一度的春运大幕将开启。出生于 1997
年的四川青川姑娘陈媛媛将首次以车长的身份值乘厦门往
返北京的高铁。

年青一代的铁路服务人员队伍，在与旅客的关系上，也
呈现出年轻的形态。“老一辈的服务人员可能比较爱板着
脸，我们和旅客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低
声下气，追求一种和谐。”陈媛媛说。

不过，列车就像一个流动的社会，工作中自然也少不了
委屈。陈媛媛举例说，“有一次，旅客在站台吸烟，列车快要
开动时，我招呼他们上车，他们不仅不理睬，还用不屑的眼
光看着，更过分的是，一个人还朝我吐了一个烟圈，就像挑
衅似的。”

“这时一位老年旅客走过来和他们说，如果她是你们的
女儿，你们还会这样吗？那几个人就无趣地上车了。”陈媛媛
说，“我觉得还是有素质的旅客多，心里一下子就释然了。”

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也让春运服务更加舒心。譬如，
微信补票已经成为常态，在补票机上，选择微信支付，就跳

出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支付；高铁网络订餐，餐服人员会
将餐饮送给旅客，旅客自主选择，想吃啥吃啥，常常遭遇吐槽
的“高铁快餐”逐渐成为历史……

舒心的春运服务的背后是铁路服务人员的用心和付出。
每次出车前，车班都要集中学习两个小时，包括备品使用性
能、各种应急预案等。“像列车晚点或者突发大客流这样的意
外，如何安抚旅客，都需要不断学习。”陈媛媛说，“只有业务能
力、处理能力提高了，才能为旅客提供专业的服务。”

春运是回家的旅程，但和许多铁路服务人员一样，陈媛
媛自 2014 年入职铁路以来已连续 5 年没有回家过年。“平时
没啥感觉，但一置身于那种回家的氛围，我就想我爸妈了，心
里真挺难受的。”

“不过，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家，这就是我们铁路人的奉
献精神。”陈媛媛说，“看着旅客大包小包的回家过年，有些父
母迫不及待的通过手机和家里的孩子视频，脸上洋溢着发自
内心的喜悦，自己也很开心。那一刻，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 (记者沈汝发) 新华社福州 1 月 31 日电

一位“95 后”车长眼中的春运之变

在国新办 31 日举行的 2018 年春运形势和工作安排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春运相关举措，回应公众关心的出行热点问题。

【最高峰日客运量预计超过 1 亿人次】预计全国旅客发送
量将达到 29 . 8 亿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铁路、民航分别增
长 8 . 8% 和 10%，道路下降 1 . 6%，道路客运首次出现负增
长。今年春节较晚，节后探亲、旅游、学生、务工客流叠加，将出
现较高的客流高峰，预计最高峰日客运量将超过 1 亿人次。

【铁路、民航、道路、水运各项运力投入已准备就绪】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介绍，春运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铁路安
排图定旅客列车 3819 对，并尽可能增加临客列车数量，节前
和节后客座能力分别比去年增长 5 . 2% 和 5 . 3%；民航日均保
障航班近 1 . 5 万班次，可提供 208 万个座位；道路共安排营
运客车 84 万辆，共约 2100 万个座位；水运投入船舶 2 万余
艘，共约 100 万个座位。

【公路：鼓励顺风车等新业态新模式】今年，全国二级以上
的公路客运站都可以联网售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
示，鼓励并规范顺风车、营运车辆城际拼车等新业态新模式参
与春运，充分利用社会运力资源，提高运输能力。加强城市公
共电汽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和城市间交通出行的接驳，强
化城市内外交通的衔接，努力解决老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的
出行难题。

【铁路部门三招增加运力】2018 年春运，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3 . 9 亿人次，同比增长 8 . 8%，日均发送 955 万人次。
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说，一是增开旅客列车。在
每天开行图定旅客列车的基础上加开临客，每天可增加运力
150 万人左右；二是加开夜间高铁。在需求矛盾最集中的京
广、沪昆、贵广、京哈等方向，增开 88 . 5 对夜间高铁列车，每
天可增加运力 10 万人左右；三是充分利用新线能力。今年春
运前开通了西成高铁、渝贵铁路、兰渝铁路三条大能力通道，
极大缓解了成渝地区的春运压力，仅广深地区往成渝地区的
运力增幅可达到 40% 以上。

【民航：春运机票预售率不高】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王志清介绍，今年春运民航预计将运送 6500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0% 左右，约占全年旅客运输量的十分之一，探亲和
旅游是主要出行目的。目前，从机票销售的监测数据来看，
春运期间机票的预售率并不高，北上广深机场的出港航班
的机票预售率到目前为止仅是 32 . 4%。32 个吞吐量超过
1000 万的机场的机票预售率仅为 29 . 3%，不到三分之一。

【开展春运安全大检查】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春运安全大
检查，组织 4 个跨部门春运安全检查组、5 个道路水路安全检
查组、12 个交叉检查组，深入排查和整改问题隐患。充分发挥
12328 等服务热线监督举报作用，严厉打击倒客、甩客、营运
车(船)超载、非法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

【信用建设维护春运秩序】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说，
今年要通过信用建设维护春运秩序。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排查出了 2700 余家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客运企业，公
安部门排查出了 1800 多辆处于逾期未报废状态的客运车辆。
相关部门将联合进行失信专项治理，禁止其参加春运，或者必
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铁路、民航、道路、水运将按照各
个领域的信用建设管理办法对旅客的各种失信行为纳入信用
记录。这些信用记录将被推送给相关社会征信机构，影响旅客
的各种信用分，严重的将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

(赵文君、沐铁城)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