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国内外要闻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举行

■ 15 家短视频平台下架侵权

盗版作品57万部
■市场研究预测中国 2030 年

成全球最热旅游地
■ 俄计划用机器人系统管理

未来月球基地

ZHONGLAONIANSHIBAO
第 4909 期

2018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五

农历戊戌年十月初二 今日 8 版 网址：www.jwb.com.cn

天津中老年时报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12—0024 邮发代号 5—24

世界互联网大会

中国数字经济吸引世界目光
11 月 7 日，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浙江乌镇正式启幕。数字经济成为
与会嘉宾热议话题，中国数字经济的
迅猛发展已经吸引了世界目光。
“在过去五年，中国已经成为数字
经济的一个核心国家。”参与历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的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
席、高级顾问法迪·切哈德表示，中国
的数字经济对于全球数字行业的塑造
和走向起到重要作用。
（据《经济参考报》
）

最高法：
“基本解决
执行难”
进入总攻阶段

我国坚持以
“一户一宅”
推动农村宅改
作为农地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我国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将坚持“一
户一宅”原则，完善权益保障和多元化
取得方式，保障“户有所居”，激发农村
土地资源活力。
这是记者从日前在江西余江召开
的农村宅基地等三项制度改革深化与
创新专家研讨会上获悉的。全国政协
委员、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说，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统一部署，江西余
江等试点地区从“一户一宅”入手，规
范农村土地利用和管理，遏制了宅地
基“多、大、乱、空、违、转”乱象，促进了
农村集体土地公有观念的回归，重回
“一户一宅、面积法定”的公平起点。
作为我国法定的宅基地根本制度，
“一
户一宅”是农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农
村集体收回多处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
依据，是社会主义公平、农村集体土地
公有制的一种体现。 （据新华社）

数说关于
“买买买”的那些事儿

“双 11”临近，你的购物车是否已经严重
“超载”？这几天，各大电商平台已经铆足干
劲准备大干一场。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从小
商铺到电子商务，从粮票到移动支付、从国产
货到全球购……中国人的消费环境、行为方
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78 年，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3.4 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1558.6 亿元，到了 2016 年，
这 两 项 数 字 分 别 跃 升 至 33616.25 元 和
332316.3 亿元。
“钱袋子”越来越鼓，老百姓的
消费动力自然越发高涨。

设备、装修维修、清洁服务等销量增长超过
100 倍。

消费观念：省吃俭用到超前消费

现在的“90 后”也许很难想象，改革开放
初期以及更早，粮票等票据作为一种凭证，承
载了一代人的珍贵回忆。因为物资匮乏，在
那个年代，没有票寸步难行。
1993 年，粮票、油票等停止使用，长达近
40 年的“票证经济”就此落幕。人们的消费
方式从“票+钱”购物逐渐转化为货币直接购
物，买卖变得更加自由便捷。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的销售
与购买渠道日益多元化，百货商场、超市、便
利店等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商品种类越
来越多，
供给渐渐大于需求。
进入 21 世纪，伴随互联网的崛起，电子
商务等新兴消费业态发展迅猛，
“ 无现金社
会”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消费者足不出
户，动动手指，网购的物品便会直接送货到
家。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海淘、代购也
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购物方式。根据京东
提供的数据，近三年，全球购销售额每年以三
位数百分比速度在增长。
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
2.8 万 亿 元 ，到 2017 年 增 长 到 7.2 万 亿 元 。
2017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比同期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 17.8 个百分点，占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 15%。
过去，家里采购大件儿往往需要等到逢
年过节等重要节点，买一件贵重商品可能要
苦等百货商场挂出打折横幅；如今，更多人选
择在“双 11”
“6·18”等电商平台推出的购物
狂欢节集中囤货，并享受这些网站为消费者

粮票，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我国曾经一度市场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需要，国家决定实行
“计划经济”，
发放各种商品票证来分配商品。
提供的优惠福利和个性化服务。

消费品类：买实物到买服务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印记，改革开放初
期，消费主要用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后
来，经济驶上“快车道”，属于各个年代的“三
大件”开始陆续出现。
70 年代末，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当时
富裕人家的“标配”，那个时候，结婚有了这几
件，
足以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家
庭耐用消费品开始向电气化迈进，家庭青睐
的“三大件”
变成了冰箱、洗衣机和彩电。
1981 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拥有

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数量分别仅
为 0.6、6.3 和 0.2 台，而到了 2017 年，我国城镇
居民平均每百户年末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和
电冰箱拥有量分别达到 123.8、95.7 和 98 台。
进入90年代，
空调、
录像机、
电脑成为家庭
新宠，
高品质开始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2000 年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市场供给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由实物型
向服务型转变。
根据京东提供的数据，5 年来，科技类、
服务类、时尚类、养生类、健身类、日常生活类
商品实现了高幅度的增长。其中，奢侈品、面
部护理、香水彩妆、健身及运动消费等品类销
量实现了超过 200 倍的增长；手机通讯、智能

“双 11”将至，小心“买家秀”被商家造假
一些名牌旗舰店也参与其中“赚快钱”
帮商家刷单涉嫌违法

本市新闻
提高应对运营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公交车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讯 （记者付殿贵）为提升对
公共汽车运营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
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天津市交通运输
委在天津市公用技师学院开展天津市
公共汽车运营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救援
演练。市应急办、市公安局、市卫生计
生委、公交集团、西青区人民政府、公
安西青分局、西青消防支队、120 急救
中心等参加了演练。
演练科目围绕公交场站入场车辆
发生火情，市公共汽车运营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
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应急响应、善后
处置等联合应急救援工作，参演总人
数达 200 余人。

为您导读

入住公办养老机构需评估

谁寄的戏票
“红色资本家”
王光英

天气预报：
今晚至明日 晴 气温 2℃~14℃ 微风

消费方式：
“票证经济”到电子商务

7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学习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精神视
频会议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当前，
“ 基本解决执行
难”已经进入总攻阶段，到了攻坚克
难、决战决胜的最后关键时期。
（据新华社）

老人脚肿五个原因

7 日，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
天博览会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首次携新一代运载火
箭家族集体亮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宇航部副部
长马志滨介绍：中国航天第一次对外展示了新一代运
载火箭家族，
多款新型火箭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自 2015 年起，
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
长征十一
号、
长征七号、
长征五号先后成功首飞，
未来通过长征七
号甲、长征八号、长征九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完
成，
中国的运载火箭将实现整体更新换代。 （据新华社）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人的消费环境、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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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新一代运载火箭家族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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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将至，一些卖家刷单造假问
题再次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此前刷单多以走量为主，文字好
评居多。如今，刷单造假手段更多样，
图片、视频等“买家秀”屡见不鲜，令消
费者真假难辨。而刷单卖家不仅有小
商铺，一些名牌旗舰店也参与其中。
一些地下中介专门开设 QQ 群、微
信群，招募学生、家庭主妇等刷单，定制
“买家秀”，为商家带流量攒好评，照片
加 50 到 100 字的一条好评可赚取 30 元。

花钱刷“买家秀”，有的旗舰店
也刷单

以为眼见为实，后来逛得多了，发现不
少好评都是同类型产品的照片复制粘
贴，经常撞图。”她告诉记者，前几天曾
网购新疆特产奶疙瘩，评论里的图片看
着十分诱人，货到后一吃却并没有醇厚
的奶香味。店家表示，只要给好评就会
返现 3 元。这让小敏有上当受骗的感
觉，
也明白了那些好评是怎么来的。
记者调查还发现，刷单的除了一些
小店铺外，也不乏旗舰店。一些“刷手”
告诉记者，参与刷单的店铺有的是新开
的，排名较低，急于赚流量，以人气吸引
消费者；有的是销量不低的旗舰店、网
红店，
“看别人刷自己也要刷”
。

不久前，小林在淘宝上选衣服时被
入会“刷手”先交会费，一单赚 3
一张“买家秀”照片打动：一个白皙女孩
至 30 元不等
穿着一袭黑色长裙，飘逸动人。翻看其
他评价，
也大多赞美裙子“仙气飘飘”
。
“一单 3 至 30 元不等，做完立返，有
“‘卖家秀’不可信，我一般都看‘买
佣金，有礼品，刷单双收入，自己淘宝购
家秀’。”小林果断出手拍下了这条长
物省钱！”看到这条信息后，广东某高校
裙。收货后，却是后悔莫及：裙子效果
大学生茵茵心动了，决定利用课余时间
与“买家秀”截然不同，又肥又大，没有
兼职刷单，赚点零花钱。她交了 299 元
腰身，当成风衣穿都嫌肥。她重新查看
会费，加入一个微信群。
“买家秀”，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虽然买
群里每天都有群主发放刷单任务，
家照片都各不相同，但文字评价大多句 “刷手”按要求拍下商品，拍摄“买家秀”
子冗长，
风格相似，内容基本差不多。
交给群主挑选，然后配上 50 到 100 字的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排名、好评成
好评，发表在网店评价区。有的群还要
为消费者网购的重要依据，一些商家雇
求“刷手”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推广。
人刷好评的现象越来越多。
茵茵告诉记者，完成流程后商品需
“有图不一定有真相。”热衷网购的
寄返商家，商家退还垫付的货款，支付
小敏说，
“以前我很信赖发照片的好评， 30 元左右的酬劳，有的商家没有额外酬

劳，会赠送小商品。
像茵茵这样由中介组织刷单、商家
支付酬劳的被称为“代刷”。记者上网
检索发现大量“代刷”平台，有的平台需
要缴纳会费，分为 98 元、198 元、388 元
三等，等级越高酬劳越高，做满刷单任
务可退还会费。
此 外 ，还 有 一 种 方 式 为 商 家“ 互
刷”。在一些群里，商家之间会协商“互
刷”，然后补齐相互差价。还有人在群
里兜售当天的物流单号，3 角钱一个，这
样商家不用寄出商品，
也可假装发货。

组织者、参与者、商家均违法，
需加大力度打击和规范
许多人认为，操作不复杂，动动手
指就来钱，把刷单当成一份“赚快钱”的
正常兼职。
但实际上，无论是刷单平台的组织
者、参与者还是商家，都必须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根据新修订的反不正当
竞争法，对于“刷单炒信”和帮助“刷单
炒信”将会面临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
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甚至吊销营
业执照。
北京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
会长邱宝昌说，从刑法上看，组织者还
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若故意设套虚假
刷单，则可能构成诈骗罪；此外还将承
担行政处罚、民事责任。 （据新华社）

40 年前，商品数量和种类匮乏，人们手
头也难谈宽裕，每人每月分到的粮票和油票
都是有限的。
“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
三年”，便宜、耐用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标
准。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零售业
态变得多样，商品空前丰富，从 80 年代的蛤
蟆镜、喇叭裤，到今天的手机、pad，消费者有
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力。
根 据 2017 年 京 东 消 费 数 据 分 析 ，
“70
后”
“80 后”家庭消费属性明显，他们最爱购
买的品类为服饰内衣、食品饮料、家用电器；
而“90 后”已开始成为消费中坚力量和奶爸
奶妈群体，他们最爱购买的品类为食品饮
料、母婴、服饰内衣；
“00 后”热衷于进口商
品，其消费额在其总消费额中占比超过 25%，
是所有代际中占比最高的。
除了现金交易，便利的支付体验带来了
全新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助推了市场的繁
荣。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末，全国人均拥有 6.6 个账户，人均持有 4.81
张银行卡。
面临各种消费需求，网贷平台以及花
呗、白条等借款平台以较低的门槛，为消费
者提供了购物便利，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超
前消费习惯的养成。蚂蚁花呗发布的报告
显示，在中国近 1.7 亿“90 后”群体中，开通花
呗 的 人 数 超 过 4500 万 。 即 平 均 每 4 个“90
后”就有 1 个使用花呗，而在购买手机时，76%
的年轻用户会选择分期付款。
为了应对“互联网新生代”的消费行为变
化，各银行信用卡紧盯年轻客群需求，不仅卡
面追求“高颜值”
“时尚感”，而且积极与第三
方支付平台合作，扩大移动支付应用场景。
如今的消费者，已经告别了“先存钱后花
钱”的传统观念，而是合理运用各大银行的信
用卡、花呗、京东白条等花样繁多的信用消费
方式，
来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你是否也真真切
切地感受到了这些消费新变化？
（据新华社）

﹃
逝者
后老伴
义

本 报 讯 （记 者 庞 津 昆）作 为
2018·第六届中老年文化节活动之
一，
“ 助老维权义务法律咨询”第 23
场活动将于 11 月 10 日（周六）10 时
至 12 时在天津市老基会共建社区
——河东区上杭路街芳水河畔社区
举办。该活动由天津市老龄办、市
﹄
法律援助中心、市律师协会、市老年
明
基金会、
《中老年时报》联合举办。
10 日上午，将有 7 家法律服务
机构、8 位资深律师，就再婚老人关
注的一方再婚前未立遗嘱，婚后离
世，其婚前个人财产，健在一方是
否享有继承权等逝者婚前个人财
产，与后老伴儿是否有关等疑难，
解惑答疑。现场还将赠送法律援
助服务手册。
参加 10 日活动的有：曾获第三
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的市法援中心退休律师马芳菲，
河东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刘
津，北京炜衡（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如发，才高律师事务
所律师张平、张德生、姚宝宽，宝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连，
长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相臣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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