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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应在“苹果”的傲慢下升级

———事实证明，标榜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跨国企业，绝非

自律慎独的君子，也需要法制将它们关进“笼子”。对付傲慢难

啃的苹果，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必须通过法律

的利剑进行反制。 （武汉郭文婧）

大学生搬砖还“苹果”贷款让人忧

———大学生搬砖赚取劳动收入，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

事情。然而，为了买 iphone4而去贷款，为了还贷款而不得不

去搬砖，却让人感觉不到任何欣慰。非理性消费不仅给自己带

来生活压力，更是助长了“苹果”的“不换后盖”等售后服务猫

腻。 （乌鲁木齐刘鹏）

妥协的是“苹果”，反思的是我们

———傲慢的苹果就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在监管者的

忽视和非理性消费者的追捧下越来越显得特立独行，及时的

舆论监督或许能够让浪子回头，也算是一件好事。

（盐城 钱兆成）

孟书强

微信收费之争：
政府须退出，第三方可介入
近日，关于“微信收费”的话题持续

发酵。工信部和腾讯公司各执一词的回

应让这一问题的前景更为扑朔迷离，微

信等 OTT应用是否应该收费已经成当

下移动互联网领域最热门的话题。

4 月 7 日，在备受外界关注的

2013博鳌亚洲论坛的“移动互联：热

点的冷思考”圆桌会议上，与会各方

亦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激烈争论只因涉多方利益

微信收费之所以引发各界这么

强烈的反应，从一个产业内部的讨论

问题，升级为一个公众热点事件，很

大程度上在于微信收费并不仅仅涉

及运营商和腾讯公司，而更关乎数亿

用户的切身利益。中移动、电信、联通

三家运营商全部支持收费；微信用户

则几乎清一色地反对微信收费；腾讯

公司，乃至很多社会人士,对微信收费

将带来的种种问题则表示了担忧。而

工信部的表态让人感觉收费似乎已

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

作为三大运营商的“婆婆”，工信

部此时的表态难免有拉偏架之嫌，毕

竟运营商和工信部的关系，明明白白

就摆在那里。即使工信部能做到公平

公正，“婆婆”的位置也让其“裁判”的

公信力和说服力大打折扣，甚至可能

被解读为为运营商收费行为保驾护

航。更为甚者，还可能被视作国有企

业借助于先天的行政优势与民营企

业争利。中国计算机学会日前就此事

件发表的声明，和网络上风起云涌的

种种猜测即是明证。

政府介入恐有失公平
又易扼杀创新

收费之争的焦点，在于微信是否

占用了运营商过多的信令资源以及

这能否构成收费的理由。按照中移动

的说法，微信已经占用了中移动 60%

的信令资源，但仅仅带来了 10%的移

动数据流量。换言之，目前微信占用

运营商资源过多，但却没有带来与之

匹配的流量收入，同时还有可能把网

络搞瘫痪。

而反对方则认为，并没有充分的

由第三方认可的数据说明微信的“信

令”造成了电信网络的瘫痪。而在全

球仅有的数例“信令风暴”事件后，国

外基础电信运营商均通过技术创新、

加强自身基础建设来解决，而不是通

过收取“信令费”的方式解决，全球至

今还没有类似微信这类应用产品需

要用户付费的先例。

不少社会人士则担心，目前微信

业务还没有盈利模式，商业化的探索

才刚刚起步，如果微信一旦收费，将

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微信是中国移

动互联网有望引领全球互联网的一

次难得的机会，过早收费只会扼杀这

个伟大的社交化工具。

寻求利益平衡方能共赢

在笔者看来，关于微信到底收不

收费，如何收费这终究是一个市场行

为。归根到底，就是市场双方中的一

方想要钱，而另一方不愿付钱的商业

问题，而且双方各自有着自己的道理

和说辞，直到目前为止，双方对市场

秩序亦没有造成扰乱。换言之，这是

一个双方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问题，

至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需要政府部

门介入的必要。双方对信源占用有争

议，大可以通过邀请独立公正非相关

的第三方介入调查。这样，一方面，运

营商和工信部门都可以借此摆脱骂

名，另一方面，也可以消弭用户的误

解和愤怒。

实践已经证明，除了对市场关键

秩序的维护以及对超越法律边界者

的制裁，政府部门对市场干预越少，

产业则越健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

互联网能够走到今天，也正是得益于

政府部门的“放手”。在过去的很多年

里，相当多的人已经习惯了在几家大

企业争吵不休时，坐小板凳上喝茶看

戏，坐等政府最后出手拍板定调，而

一些政府部门出于各种惯性思维也

非常乐意把手伸到市场上来，超出政

府权力的边界去管不该管的事，而在

应该管的事情上却不时缺位。无论对

公众还是对政府部门，应该说，这都

是一种非市场的惰性思维。

担心收费之争会扼杀微信，可能也

是一种过度担忧。市场从来不是一种零

和博弈，市场的逻辑就在于通过为别人

谋福利而获得收益，从而实现双赢。只

要争议的双方坐下来耐心的谈，加上代

表消费者利益的非相关第三方实事求

是的数据，三大运营商和腾讯公司一

定能够找到共赢点，市场自身有这个能

力。微信也一定能通过运营商和腾讯公

司双方的合理博弈，获得更大发展，我

们应该相信市场的能力。

当然，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好市场，而不是掺

入各种不应有的行政干预的坏市场。

苹果家族享誉中外，明星辈出。

一个是落在牛顿头上那颗，另外则是

被乔布斯咬过一口的那个。

前者的轻轻一砸 , 赋予了牛顿发

现世间规律的能力；而被“乔帮主”咬

过一口的那个，由于被赋予了无穷的

魔力而征服了海内外亿万消费者，每

次苹果公司的新品发布会，都成为见

证奇迹的时刻。然而令人惊奇的是，

第二个“苹果”的行事风格，依然遵守

着牛顿发现的惯性定律，只不过是思

维的惯性。

惯性思维作用下苹果失策

话还要从三个星期前的消费者

权益日说起。此次央视“3·15”延续了

以往“只打老虎，不打苍蝇”的风格，

赫赫有名的美国苹果公司成为严打

的首要目标。据报道，长期以来，苹果

手机在中国市场实施着与国外不同

的售后政策，在中国宣称的“以换代

修”、“整机交换”并没有真正更换整

机，通常沿用旧手机后盖，以逃避中

国手机三包规定。

自央视“3·15”晚会曝光之后，苹

果公司并未第一时间予以回应，而是

基于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惯性思维，在

面对来自中国的质疑之时，首先强调

自己产品的独一无二，能带给客户无

与伦比的消费体验，以期望大事化

小。苹果公司所仰仗的，无非是中国

消费者对它的喜爱而已。

然而，苹果公司此次失策了。与

以往单个消费者的投诉不同，此次的

外力无比强大。面对中国消费者铺天

盖地的声讨，加上媒体的穷追猛打及

有关部门的强势介入，苹果公司的态

度历经沉默、回避、强硬回应之后，终

于在 4月 1日转为公开道歉，并承诺

调整 iPhone 4/4S的维修政策。

对于中国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反

应，有海外媒体解读为政治问题，是

中国基于中兴、华为在美国受到的不

公正待遇而打击报复苹果公司，甚至

上升到中国排斥跨国公司的高度。

此种论断忽视了有关事实。比如

在央视“3·15”曝光之时，并不是所有

的消费者都买账，甚至有很多苹果的

“果粉”认为在小题大做，这么多国计

民生的事情不去打假，却纠结于一个

远在大洋彼岸的企业的手机后盖。试

想，如果中国的消费者不继续关注，

这件事恐怕也就不了了之。然而，随

着苹果种种避重就轻的回应，中国的

广大消费者终于“倒戈”了。在此基础

上，有关部门为了确保外国公司公平

对待中国消费者而介入，而媒体对苹

果公司的指责则源于消费者对苹果

售后服务日渐高涨的声讨。

消费者“倒戈”苹果难淡定

对于中国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反

应，苹果或许尚能理解，但沉浸在惯

性思维中的苹果或许至今仍想不明

白，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有这么好的

产品提供给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

为了买得起我们的产品，你们有些人

不是不惜卖肾吗？

答案是公平、平等。当潜规则、特

供、特权等词汇充斥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中国的大众消费者从不敢奢求能

够以高标准被对待，只求公平、平等。

在中国不换手机后盖，不重新计算三

包期限，而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却是要换的。这实在是让人疑惑，难

道中国消费者就低人一等？苹果公司

对中国消费者售后服务方面涉嫌歧

视以及被曝光后不积极应对的种种

行为，深深伤害了中国消费者已经伤

不起的敏感神经。

有句歌词叫“最心爱的人，却伤

害我最深”，恰似这个道理。可以想

象，当不被生产自己最信任产品的公

司重视时，这些中国消费者“被出卖”

的感觉是多么的强烈。正是在这种感

觉促使下，大批消费者包括拥趸苹果

产品的铁杆“果粉”也开始纷纷发难。

如今，苹果虽然已经低头道歉，但是

否兑现承诺，能否做到让中国的消费

者满意，还要时间来检验。

值得关注的是，据东方网 4月 8

日消息，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日

前表示，对苹果公司的监管不能放

松，对苹果公司不遵守中国法律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坚决予以追究，对利用

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坚决依法处理。

高成本维权之后的反思

可以说，“苹果事件”发展至今已

经脉络清晰，离成功维权仅一步之

遥。但是，在举国之力维权艰难“啃

下”苹果之后，我们并没有丝毫值得

庆贺之处，反而应该进行深深的反

思。

中国是苹果除美国之外的最大

市场，2012 财年该公司在中国的销

售额高达 228 亿美元。为何苹果在

中国市场上大赚其钱，却敢于采取

双重标准？一句“中国人的钱最好

赚”，或许能揭示苹果敢于这么做的

缘由。

苹果公司之所以底气十足，除了

来自于对产品的过于自信，也与中国

消费者自身有关。首先，“苹果”作为

手机市场上一个高端品牌，并非没有

质量和服务问题。但中国的消费者尤

其是年轻人，对待苹果公司的产品到

了近乎痴迷的地步：拥有苹果的产

品，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拥有苹果

最新的产品则成为跟上了时代的节

奏的标志，否则就 OUT了。此外，中国

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成本高昂，很多消

费者担心维权难，所以对商家的违规

违法行为选择忍气吞声，这也助长了

一些跨国公司无视消费者权益的嚣

张气焰。

可以说，正是中国消费者对苹果

产品的痴迷、狂热以及在维权时的种

种退让、妥协，一次次打消着苹果公

司改善其在中国的售后服务的念头。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一些法律法规

不健全，相关部门对类似苹果等跨国

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处罚不力

的现象。当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违法成

本远远小于其违法所得时，可以想象

结果会如何了。

“3·15”每年只有一次，举国之力

的维权难以常态化。与其通过容易招

致国际舆论误解的方式进行高成本

维权，不如让跨国公司自发地尊重中

国的消费者及相关的法律。而这些，

首先要靠中国企业自身的崛起，以此

让消费者摆脱对外国产品的盲目崇

拜；同时相关部门的执法标准及力度

也应与国际接轨，从而改善中国消费

者在维权过程中的弱势地位。

任腾飞

苹果事件再反思：
举国之力维权难以常态化

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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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H7N9 禽流感事件发生以来，各种方式预防、治疗禽流感的流言满

天飞。灾难面前，人都有恐慌心理。然而，通过传播虚假消息以期煽动、利用

民众的恐慌心理达到炒作某股票或诋毁某企业等效果，则属于昧良心发国

难之财。比禽流感更恐怖的，是这些人。 王利博制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由弱到强，最初以劳动密

集为特点的我国加工贸易型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从珠三角地

区沿海岸线北上、壮大，逐渐成为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

“劳动密集型是我们的优势，为什么都要转移出去？”对于

频频出现在国外的加工贸易区，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反问《中国企业报》记者。他认为，现

在仍是我国加强加工贸易的好时机。

《中国企业报》：过去中国也搞过加工贸易区，十八大也特

别强调加工贸易区，您怎么看？

魏建国：实际上加工贸易区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但是只有

中国把他创造出来了。中国人不太理解加工贸易，认为我国的

加工贸易只是进行了低端的加工生产。不错，是很低端，但是

不要忘记，中国的加工贸易带动了 1.2亿农民工就业，带动了
城市发展。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初期都是“换货”，而现在我

们人不出去，而是出现了一种载体———我们的产品出去，这个

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企业报》：国外哪一个是你之前亲手抓的加工贸易

区?效果如何？

魏建国：我们在国外的加工贸易区有很多，比如苏黎世开

发区、迪拜开发区。但是有一点，这些都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

呢？因为没有结合当地的实际。只要中国有农村人口存在，只

要中国进行城镇化建设，就会有加工贸易存在。因为这批人就

是农民，要让他们一步步地走，这是现实。有些专家没有在基

层呆过，我们能一下把自己的原始创新做到某种程度吗？能一

下就像苹果那样生产那么高端的东西吗？在原始创新阶段，这

些工作的人吃什么呢？政府又不能养着他。

《中国企业报》：有一个说法，美国的产业基地就在中国的

珠三角、长三角，中国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产业工人。您认同

吗?

魏建国：是，我们就是立志要把这块做好。我们提出很明

确的概念，中国的加工贸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是他必须转

型升级。我也参加了十六大，是小组长。当时，十六大写着继续

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国外公司，把研发机构和关键技术环节转

移到中国来，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像这样把一个贸易方式

写进党的文件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企业报》：加工贸易写进了十八大报告，您怎样看？

魏建国：中央要明确嘛。1.2亿农民工要不要做加工贸易，
还是长期把他改掉？我个人认为，咱们还是要现实一点。中央

一直在强调，我们当前仍旧处在战略的机遇期。什么叫战略机

遇期？战略机遇期就是对你有利的要好好抓住，改革开放的这

个时期，就是稳定的发展。就如同爬山，跳着蹦着往上跑的，最

后都没有到达山顶，就看那些慢慢走的，面不改色、始终坚持

的，最后却到达山顶。你跳什么跳，蹦什么蹦？山上的空气越来

越稀薄嘛！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人也是这样的规律，要慢慢

缓缓地走。

《中国企业报》：您的形容很生动，也很有哲理。对于国际

上的情况，您又是什么建议？

魏建国：要注意人家的动向。美国跟欧盟搞，欧盟跟日本

搞，欧盟又跟新加坡初步达成了协议，就是要把你架空，多边

化架空，这个趋势中国要注意。中国也要全力把 FTA抓好。我
们在 WTO范围谈，其他不在 WTO范围，不谈的也得益。但是，
FTA 不一样，自由贸易区就俩家谈，谈好了就俩家得益。比如，
我们跟阿拉伯国家谈，他给我原油，我给他电子，我们如电冰

箱、电炉、音箱什么的多得很，他也不生产。双方零关税，我们

可以增加 3000亿的贸易额。
《中国企业报》：我们目前找到合适的路子没有？

魏建国：北美贸易区维持了 20年，我觉得可以多找些智
库，细细地研究。中国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有

新路子，但还没有找到。有可能这个路子在“基层”，有可能这

个路子已经实施过了，或者在研究探索中，一旦找到就豁然开

朗了。这个世界上，我总是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跳着蹦着往上跑的，最后都没有

到达山顶，就看那些慢慢走的，面不改

色、始终坚持的，最后却到达山顶。

魏建国谈加工贸易:
办法比困难多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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