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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专车”是吉利集团战略投
资的互联网+新能源出行服务平
台，致力于成为“互联网+出行”领
域首个建立新能源汽车出行服务标
准的专车品牌，集合了新能源专车
出行、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由的蓝

租车提供）等服务，为用户提供安
全、便捷、低碳、高品质的一站式出
行解决方案。

“曹操专车”以专业司机+优质
服务为基础，利用移动互联网、车联
网、云计算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使平台智能高效运行，让出
行变得更便捷、更智能、更有人情
味。“曹操专车”充电桩实现互联互
通，领先整个行业制定了电桩运营
商接入标准，实现了从运营商接入
平台到提供充电服务的商业闭环。

2018年，“曹操专车”已接入全国桩
数90%，并获得优惠的协议价格。
通过与合作桩企互联互通，使“曹操
专车”司机可以在司机端上充电，且
在平台上实现资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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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曹操专车”？

公交系统不完善、出租车运营
不规范、网约车服务乏力，使得新城
镇消费者急需一种全新的出行服务
来改变这一现状。由此，“小灵狗出
行”找到了自己的细分市场，通过数

年的积累，不断地优化运营体系，最
终成为这一空白经济带的开创者。

根据规划，“小灵狗出行”在
2018年将覆盖50个现代化城镇，
投入10万辆车；2019年发展到150

至200个现代化城镇，运营30万-
40万辆车，主力是新能源汽车，大
大降低消费者的出行成本。

“小灵狗出行”提供短租、长租、
租售二手车等多种业务，为消费者

用车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消费
者能够以每月不到1000元的花费
轻松“拥有”一台自己的汽车，彻底
击穿了消费者心底的价格“门槛”，
赢得社会广泛青睐。

什么是“小灵狗出行”？

海南农垦牵手吉利集团助推海南绿色智能出行

“小灵狗”和“曹操”要来海南啦！

6 月 3日下午，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与吉利集团在海口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双方将充分整合
各自优势资源，共同
在海南打造绿色、智
能、高效的出行方式，
加快推进海南能源消
费结构调整，推动海
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

双方将围绕“小灵
狗出行”“曹操专车”以
及甲醇燃料及甲醇汽
车、飞行汽车等4个方
面展开合作，共同助推
海南绿色智能出行，有
效改善海南空气环境，
极大方便广大居民、游
客出行。双方还将利
用海南得天独厚的海
洋、海岛旅游资源优
势，将引入Terrafugia
飞行汽车共同发展高
端旅游产业。

6月3日下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与吉利集团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充分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共同在海南打造绿
色、智能、高效的出行方式。 许雅 摄

“小灵狗出行”提供短租、长租、
租售二手车等多种业务。消费者能
够以每月不到 1000元的花费轻松

“拥有”一台自己的汽车。

“曹操专车”致力于成为“互联
网+出行”领域首个建立新能源汽车
出行服务标准的专车品牌，集合了新
能源专车出行、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等服务。

核心提示

据报道，多名用户近日反映，在使
用不限量套餐过程中被运营商短信通
知降速，有的“微信半天登不上去”，有
的甚至正常工作也受到影响。尽管部
分套餐可以通过购买流量加油包恢复
正常上网速度，用户仍表示受到欺骗，
原因是办理套餐时，运营商重点宣传
的是“流量不限量”“可以随意使用”，
却极少提及“限速”规定。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运营商网上营
业厅大多置顶宣传不限量套餐，只有点
进商品详情页，才能看到用灰体或小字
标识的限速方案。也就是说，电信运营
商重点宣传的是“流量不限量”，故意淡
化的是“限速”规定。很多用户其实是
冲着“流量不限量”办理套餐的，没有想
到使用流量达到一定数量后会限速、上
网速度会出现下降甚至影响使用。

如果运营商清晰、明确地向用户提
示“限速”，显然办理不限量套餐的用户
会大大减少。为了增加用户、增加利
润，进行选择性宣传，有意突出卖点，回
避缺点，对运营商的此种伎俩，消费者
在办理手机套餐时要细心、理智。同
时，有关监管部门也要重视，从严监管。

假如运营商在宣传推广这种不限量
套餐时，根本不提“限速”规定，显然违反
了《广告法》——该法律第四条规定，广
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各地广告主管
部门应该全面调查运营商广告宣传，凡
是违法宣传的，都应该依法严肃处理。

从实际情况看，这类广告大部分
有“限速”提示，只是提示很不明显，容
易被人忽略。对此，有关方面不妨制
定专门制度，对套餐广告细化规定。
比如，这类套餐的网络广告，在首页就
应该清楚地提醒“限速”，并在详细页
对“限速”进行解释。再如，在平面广
告中，有关“限速”的字体、字号、颜色，
应该不小于“不限量”“任意用”。只有
如此，消费者才能理性地选择套餐，而
不是被运营商忽悠、误导。

据说，对超大流量用户采取限速，
既是一种国际惯例，也是技术上的无
奈，因为一个基站能支持的连接数是
有限的。有运营商表示，“限速”既是
对用户公平使用网络的一种保护，也
是对网络安全的保障，原因是局部网
络流量使用量过大，有可能因为承载
不了而出现网络瘫痪。即便这些说法
有理，也不能忽略了消费者选购商品
服务时的知情权。 (张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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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娃”之“牛”从何来

提速降费不可耍花招

“裸奔”的网约工权益
亟待制度庇佑

优化营商环境需法治护航
打开手机APP轻轻一点，外卖骑手可以将美

食送上门、代驾司机会在酒店门口等候、家政人员
立即上门服务……这些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
提供服务的人，被称为“网约工”。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这一群体人数不断在增加，而且正在从
过去的兼职向全职转变。而网约工的权益维护问
题依然是个全新课题（6月3日《工人日报》）

网约工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工作、任务，进而
获得报酬，因其就业灵活而备受欢迎。网约工的
存在也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然而，没有“五
险一金”、没有合同层面的法律关系、缺乏申诉渠
道，面对处罚只能被动接受；难以获取相关证据，
发生劳动纠纷和工伤无处维权；只知平台不识“老
板”，发生人身、财产损失只能自认倒霉……权益
得不到保障的网约工俨然在街头“裸奔”。

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享
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预计到
2020 年，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将超 1 亿人。
日渐庞大的数据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网约工权益
保护处于灰色地带，这严重影响到从业者的队伍
稳定、服务质量与职业获得感，进而影响到社会
和谐。虽然网约工的用工协议方式有新的变化，
但改变不了其“劳动者”的身份和性质。况且，已
有不少人员全职参与。针对劳动市场的新变化，
给所有劳动者提供法律庇护，当是现代法治社会
的应有之义。

当然，也要看到，网约工具备鲜明的网络特
征，无论是合同关系，还是管理方式，抑或薪酬发
放，都与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方式大相径庭。将
这类灵活的、新兴的“互联网+”商业形态下的用
工关系视作某一种劳动关系，确实面临纷繁复杂
的新问题。

新事物需要新探索、新应对。互联网不是法
外之地，网约工权益保护不能处于灰色地带。政
府有关部门要与时俱进，及时顺应职工队伍新变
化，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加强基层劳动者的
制度保护，维护网约工等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就
业、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
法权益。而互联网平台企业要依法强化主体责
任，根据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和全兼职状况等情
况，逐步探索、规范网约工用工管理，厘清双方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稳定员工队伍，提升服务档
次，更好地推进企业向好向上发展。 （斯涵涵）

锐评

■ 方桂琴

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冰霸”案已先后有4名
涉事嫌疑人落网。不少荔枝收购商表
示，冰价的高低是市场行为，如果有人
试图垄断市场，甚至动用暴力手段欺
行霸市、强买强卖，政府部门就该依法
严厉打击。

冰价高低应由市场来决定，买
哪家不买哪家更是消费者的自由，
而三门坡镇的这些“冰霸”以暴力手

段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试图垄断销
售市场，不仅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
的自主性、竞争性、平等性、法制性，
也严重威胁到荔枝收购商及其工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种暴力犯罪活
动。对这些强迫交易、欺行霸市等破
坏营商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相关部
门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发现一
个，打掉一个”的原则，以“零容忍”的
态度予以快速处置，严厉打击，绝不
姑息，充分体现了我省在打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方面的努力，也极大彰显
了我省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
发展保驾护航的决心。

法治化是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

部分和重要保证。营造国际一流的
营商环境，既需要“扬汤止沸”，坚决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还需要“釜
底抽薪”，以防范机制、高压态势、保
护体系等手段严防、遏制各类违法犯
罪行为的发生。一些收购商担心此
类事件日后还会发生，这需要从众多
收购商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背
后查找体制机制弊端，找准突破口，
举一反三，建立健全制度化、常态化、
系统化的监管体系和保护体系，强化
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严厉打击不正
当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好相关市场主
体的合法利益。

市场上屡屡出现的一些欺客宰

客、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
与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大背景格格不入，与市场经
济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背道
而驰，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是影响海南
营商环境的一颗“大毒瘤”，不仅会影
响海南的外部形象，还会破坏海南的
招商大局和发展大计，是海南的公害，
是人民的公敌。对此，我们要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及时铲除各种影响营商
环境的“大毒瘤”，加快形成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
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

当前，海南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

发展时期，这也是海南阔步向前、争先
创优、赶超发展的最好时机。在这个
时候，谁要来破坏海南的发展环境，影
响海南的发展大局，谁就是与全海南
为敌，海南人民绝不会答应，各级党
委、政府也绝不会答应。“冰霸”事件在
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省营商环境方面
的短板，对此，我们应该知耻而后勇，
从打破农用冰垄断销售开始，一件事
一件事地抓起，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
方式方法，切实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
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优
质的服务环境，进而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
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上海有一批幼儿园“牛娃”，看
看他们的简历：生物博士妈妈和工
程师爸爸，会画心肺循环、神经传
递；懂得核反应堆、碱基配对以及
RNA转录，和爸爸一起听微积分
学会了函数和极限，平时喜欢的游
戏是编程……这些简历是为“幼升
小”做准备，被一篇网文爆料出来。

4岁就懂得核反应堆？网友不
得不感叹，别人家的孩子就是

“牛”！然而，面对这“爱因斯坦级”

现象，笔者还是心有疑问，这些幼儿
是真“牛”，还是家长在吹牛？及至
看到“幼升小”，才恍然大悟。急功
近利的教育，委屈了孩子，焦虑了家
长，是失是得实在难说！这正是：

科学知识精又专，
幼儿牛娃牛炸天；
你争我夺幼升小，
疯狂简历迷了眼。

（图/朱慧卿 文/张成林）

@人民日报：还有多少摇号内定待
查？西安通报买房摇号内定事件：35名
公职人员受购房者请托“打招呼”，8人
被免职。这场由不法分子一手导演的
摇号内定事件，再证只要官商勾结就一
定滋生腐败，只要钱权交易就须受到严
惩。“摇号选房过程公开、公平、公正”，为
何沦为骗人的廉价口号？此案例敲响
警钟，其他地方也该查一查。

@法制网：明星若真的巨额逃税将
受何种法律惩罚？近日，崔永元在其新
浪微博发了一条消息称，某女明星在一
部电影拍摄期间只待了四天，但获得的
片酬高达6000万元，只是向政府纳税的

“小合同”金额才1000万元，而另有“大
合同”金额5000万元，即俗称的阴阳合
同。如果最终证明事实属实，这位女明
星或许不会那么轻易脱身。

@中国青年报：“几万元买到金融
机构实习”是骗局。又到了大学生暑
期实习的高峰期，一则第三方平台“明
码标价”出售到金融机构实习机会的

“爆料”，在金融圈和大学生中引起了
轩然大波。对此，多家金融机构纷纷
发表声明，否认有任何形式的“收费内
推”行为。有金融业内人士指出，“收
费内推”这种行为很大可能是金融机
构内部员工与外部第三方机构私下达
成某种交易。 （张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