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政 36条”
促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
力推家政服务业发展。 意见从十个方
面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 36
条意见，因此也被业内称为“家政 36
条”。

政策暖风频吹
商务部推进品牌便利店建设

目前便利店行业仍然存在品牌
连锁门店总量不足、 布局不合理、服
务功能不完善、 经营能力不强等
问题。 商务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
地抓紧制定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工
作方案，推动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发
展。

警惕网络转让欠条
滋生暴力催债

近日，有网民反映，某二手转让
平台上频频出现欠条转让信息。 虽然
这种网上转让欠条属于民间借贷当
中的债权转让，但风险系数极高。 要
想避免网络转让欠条滋生各种问题，
首先要规范二手转让平台。 其次，要
对借条转让人、承接者进行风险提醒
和教育。 再则，要进一步解决法院执
行难的问题。

七年亏 12亿元
卜蜂莲花或将私有化退市

近年来，外资超市在中国市场的
日子不好过。 在香港上市的卜蜂莲花
日前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计划以每
股 0.11 港元的价格将卜蜂莲花私有
化，这一价格比公告日的最后收盘价
溢价 10%。 如果私有化顺利实施，卜
蜂莲花将在香港联交所退市。

然 玉

近日，《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印发，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意见对中小学招生、减负等教育
热点话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特别明确，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
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
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 实行电
脑随机录取”，尽管早就有迹可循，但“靴
子” 落地的一刻， 还是超出了许多人的设
想。“不得面试”“电脑随机录取”，这一系列
举措，堪称给民办学校投下“震撼弹”。可以
预见的是，此举所影响的，绝不只是民营办
学者， 还有家长和学生们的心理预期和行
为选择，其势必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相
关义务教育的具体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
过去，民办学校和公立学校，从来都是两条
线，其内在逻辑是差异化、多元化办学。 而
今后，公办、民办同招，管理思路的转向，是
显而易见的。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
一管理， 换言之就是民办校的自主招生权
被纳入统一管理了。客观而言，这并不令人
意外。 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教育主管机构，
早就要求民办中学拿出一定的“名额”来实
行电脑随机录取， 这体现了公共部门规范
和引导民间办学机构的责任感；与之同理，
不少地方也已禁止民校举办招生考试，仅
仅允许其组织“面试”……时至今日，意见
要求民办学校“不得面试”“实行电脑随机
录取”， 这显然是对地方经验的延续和升
级。

毋庸讳言，在此前多年的实践中，民办
中学依靠“掐尖招生”积累的生源等优势不
断做大做强， 乃至于对公立学校构成一定
压力。 这种非对称竞争， 既不公平也不合
理。 其一方面可能催化社会的教育焦虑情
绪，家长们为了让子女考进民办名校，疯狂
给孩子补课、加压，学生们被压得喘不过气
来；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公立学校优质师资的流失， 久而久之，

“民校强公校弱”的情况也可能变得更加严
重。

从理论上说，统一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将从根本上摒弃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所构
成的市场“攫利同盟”。 随着民办学校失去
了生源优势，其也将回归教育的本源。 这对
于民办教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那些真
正教学质量过硬的民办学校， 将有可能脱
颖而出。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不再是

“顶尖学生”集中营的民办学校，应该更专
注于苦练内功。

不少地方所谓的民校奇迹， 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相关政策带来的结果。 长久以来，
由于管理上的倾斜， 民办学校相较于公立
学校拥有更多的“额外权利”，比如说可以
组织招生考试，可以“放学更晚，课时更长”
等等。游戏规则的部分失衡，注定了结果的
失衡。保障民间办学的自主性、灵活性是一
方面， 维护全社会教育的公平则是另一方
面。 因此，除了要求民办学校统一实行电
脑随机录取之外，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有
很多。

近年来， 互联网企业创新
力、竞争力、影响力持续提升，
数字化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
加、倍增作用不断释放，互联互
通、 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加快打造。 但随着人口
红利消退、C 端市场增长放缓，
互联网企业已经展开了“下半
场”的风口争夺战，企业服务、大
数据、 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互联
网未来发展的关键词。

� � � � 7 月 10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稳外贸的措施，并要求根据形势变化和企业关切，加强政策储备并适时推出，促
进外贸稳中提质。 会议明确，落实稳外贸的要求，关键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注重以市场化改革和运用经济手段增强企业内
生动力。 图为山东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货轮在装卸外贸集装箱。 CNSPHOTO提供

2019年 7月 12日
星期五

总第 7067期

www.zgswcn.com

中国商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中国商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１１—００８８
邮发代号 １—１８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互联网企业展开“下半场”风口争夺战

2019 中国互联网大会聚焦创新求变优质发展

本报记者 祖 爽

25 年前，中国通过一条 64K 的国际专
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 我国的互联网
时代从此开启。而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当之
无愧的互联网大国， 同时正面临着新的发
展机遇。

7 月 9 日，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
2019（第十八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开幕。 大
会以“创新求变再出发，优质发展谱新篇”
为主题，5G、IPv6、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互
联网教育等热点纷呈。 今年恰逢互联网诞
生 50 周年和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 25 周
年，中国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面
对人口红利逐渐消退、C 端市场增长放缓，
互联网企业又将如何寻找增长的新引擎？
本次大会给出了一些回答。

5G商用开启新篇章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从悄然
登场到融入生活，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在大会致
辞中表示， 互联网作为数字化浪潮的重要
驱动力， 推动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
引擎。陈肇雄表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需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掌握发展主
动权。完善创新生态，健全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基础科学前瞻布局，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掌握一批杀手锏、颠覆性、非对称
技术。

二是升级基础设施，增强发展支撑力。
加快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智
能化水平，构建高速、智能、泛在、安全、绿
色的新一代信息网络， 形成适应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
体系。

三是深化融合应用，壮大发展新动能。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加快一二三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培育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拓展数字
经济新空间，不断形成新增长点、新动能。

四是加强网络治理，优化发展大环境。
强化安全保障， 全面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网络数据、个人信息等安全保障能力。
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公正、非歧
视的市场环境。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表示，25
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互联
网大国。 2009 年以来，中国的移动互联网
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阿里巴巴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表示，
过去二三十年，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刚刚完
成了他们的“上半场”。他称，中国互联网发
展 20 多年， 但互联网公司创造的商业价
值，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然是以广告
营收为主，所以互联网公司急需变革，也才
有了“下半场”的说法。王坚表示，早期的互
联网把“电脑” 连在一起， 移动互联网把
“人”连接在一起，物联网的发展将把“物”

连在一起。王坚认为，当互联网把人的大脑
连在一起时，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时代。

如何寻找新增长引擎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C 端市场增长放
缓，互联网企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的风
口争夺战，企业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被
认为是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关键词。 面对互
联网发展的“下半场”，如何寻找新的增长
点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关注重点。

移动互联网的关键是移动通信技术。
2019 年被看作 5G 的元年，5G 的到来定将
促使整个移动互联网开启新一轮的增长。
在发言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
会理事长邬贺铨表示，5G 的商用正好使互
联网进入发展的“下半场”。 他认为，5G 的
低延时、 高带宽和大连接特性非常适用于
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远程医疗、VR（虚拟
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等领域。 到
2020年，5G 将会进入大范围商用阶段。 5G
的商用将开启消费互联网深化和工业互联
网起步的新时期， 也将成为大速率和人工
智能基础发展势头旺盛时期。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曾在公
开场合表示， 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企业服
务的红利期。 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To
B”（面对企业） 成为诸多公司发展的新方
向。奇安信董事长奇向东表示，根据清科集
团在 2018 年公布的全国最具投资价值 50
强新芽榜，80%的企业做 toB 业务，20%企
业做 toC（面对消费者）业务。“toB 将进入下
一轮风口的核心，toC风光不再。 ”

数字化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企业转型
的关键词，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在大力
推动自身的数字化转型。 此外，5G 的到来
也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机遇。 腾讯集
团副总裁马斌表示， 移动互联网进入了获
取流量的“下半场”，5G 将推动产物互联及
万物智能的发展，因此，如何利用好这个周
期并把握好战略节奏非常关键。

公办民办协同发展
再为“择校热”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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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勘探“盲区” 中石油勘探开发向高质量发展

10 亿吨级特大油田被发现、页岩气井测试日产量超百万方、准噶尔盆地最高产能油井正式投产……近年来，中石油进一步加大投

入，强化顶层设计，细化工作方案，着力推动油气勘探开发向高质量发展，油气增储上产成效显著。创新成为中石油破解油气勘探困局、走
向更大发展的“钥匙”。 （详见 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