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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动态 
《网络零售标准化建设工作指引》发布 

商务部办公厅、国家标准委办公室联合印发《网络零售标准化建设工
作指引》，明确网络零售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下一步标准制定的方向和重点内容，为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地方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行业组织、商协学会制定标准提供了指导意见。 

《指引》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建成结构合理、衔接配套、覆盖
全面、国际接轨，适应网络零售快速健康发展需要的网络零售标准体系。
重点领域标准时效性、完备性、适用性显著提高；标准对网络零售主体责
任、交易行为、市场秩序、竞争环境、服务水平、认证监测、质量追溯、
诚信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强。  

《指引》确定了三个层面八项主要任务。一是在通用基础层面，提出
加强网络零售数据管理、诚信体系建设标准；二是在运营服务层面，提出
加强网络零售电子证照互认、快递物流提升、网上支付安全等标准建设；
三是在监督管理层面，提出加强网络零售商品质量管理、安全消费、知识
产权保护等标准建设。《指引》还指出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加强组织实
施，加强人才培养，加强前沿研究和加强标准宣贯。 （来源：本刊编辑
部整理）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过渡期再延长 

商务部表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至 2018
年底，同时将过渡期政策使用的范围扩大至合肥、成都、大连、青岛、苏
州等 5个城市。 

专家认为，跨境电商所引发的全球贸易新趋势下要进行监管创新，仍
需要时间继续推行试点，以总结经验，研究出一套更符合全球贸易发展趋
势的跨境电商监管制度。也就是说，天津、上海、杭州、宁波、郑州、广
州、深圳、重庆、福州、平潭及上述 5个城市(地区)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商品，在未来一年中，将继续按照个人物品实行监管政策。增加进口特别
是国外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仅是国内的刚需，也应该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有机组成。只有互通有无，才能走得久远。15 个试点城市可以适当地
建立跨境进口 O2O体验和销售体系，有效提高百姓生活品质，同时促使国
内企业学习、提升产品品质和品牌。（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现金贷”规范整顿新规落地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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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通知，对“现金贷”业务进行规范整顿。 
通知明确了开展“现金贷”业务需把握的原则：依法接受准入管理，

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资质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放贷业务；借款
人综合资金成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不得以任
何方式诱致借款人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陷阱；不得通过暴力、恐吓、侮辱、
诽谤、骚扰等方式催收贷款；不得以“大数据”为名窃取、滥用客户隐私
信息等。 

通知还对网络小额贷款清理整顿工作提出要求，包括暂停新批设网络
小额贷款公司；暂停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市开展小额贷款业务；已
经批准筹建的，暂停批准开业；对于不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的已批设
机构，要重新核查业务资质。同时，严格规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加
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审慎管理。 

通知强调，加大对各类违法违规机构处臵力度。要求由地方金融监管
部门牵头，摸清风险底数，制定整顿计划，抓紧建立属地责任与跨区域协
同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确保规范整顿工作效果。对监管责任缺位和落实不
力的，将严肃问责。（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南山区网络金融监测服务系统正式运行 
深圳市南山区政府举行“南山区网络金融监测服务中心”挂牌仪式，

南山区网络金融监测服务系统正式运行。据了解，这是全国首家网络金融
监管科技中心。 

据悉，“南山区网络金融监测服务中心”有三大功能。一是监测预警：
利用监管科技手段和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监测动态，预警风险。二是决策
参考：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辅助管理部门提升监
管效能。三是发展服务：为辖区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风险预警、防控服务，
引导和督促企业合规经营，促进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 

南山区副区长肖辉在挂牌仪式上表示，“南山区网络金融监测服务中
心”的建立，标志着南山区新兴金融监管服务迈入主动服务、科学监管的
新里程。中心的启用，将推动南山区金融风险防控工作从原来的较单一的

排查、处臵方式，转入以技术监管、智慧监管为手段，更加重视前期风险
预警、识别和防范的新时期。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监测动态，预警
风险，加快推动南山金融业集聚，做大做强南山金融业。（来源：本刊编
辑部整理） 
 

深圳成立共享交通调度中心 
深圳交警联合各共享平台运营商组建“深圳交警共享交通联合指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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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 11月 30日，调度中心正式启用。 
调度中心的成立是为了破解共享交通工具、外卖及快递车辆的交通安

全管理难题，促进相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调度中心对执勤民警路面巡
查发现或市民投诉涉及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外卖及快递电单车等共享交
通工具的问题、意见、建议，及时通知相关企业跟踪处臵，做到快速传递、
高效处臵。同时，调度中心将联合市交通运输委、城管局、各区政府、辖
区街道等部门协同会商、联动共治，约谈企业，建立信用机制建设及“黑
名单”制，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调度中心工作内容包括支撑路面民警实战需求，核查相关共享交通工
具、使用人的信息；受理市民关于共享单车乱停放、未成年人使用等的投
诉、意见、建议，转递相关企业处臵；受理市民关于共享汽车、外卖平台
送餐人员、快递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行为的投诉，以及相关意见、建议，
转递相关企业核实、处臵；对涉及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外卖平台送餐人
员、快递员的交通事故及时核实信息，通知相关企业协助处理；办理共享
交通工具涉及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相关的其他事项。（来源：本刊编辑部整
理） 
 
业界动态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大会的召开致以热
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国际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企业家
等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深化互联网
和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
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互联网发展也给
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
识。我们倡导“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就是希望同国际社会一道，尊

重网络主权，发扬伙伴精神，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着办，做到发展共同推
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中国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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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央行：三季度移动支付业务增长较快 
中国人民银行 12月 6日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

情况》显示，第三季度全国支付体运行平稳，社会资金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移动支付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全国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434.95 亿笔，金
额 923.8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55%和 2.26%。 

其中，移动支付业务增长较快。第三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
子支付业务 381.35 亿笔，金额 523.47 万亿元。 

具体来看，第三季度，网上支付业务 120.87 亿笔，金额 439.89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4.14%和 1.37%；移动支付业务 97.22 亿笔，金额 49.26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6.65%和 39.42%；电话支付业务 4 108.90 万笔，
金额 2.16 万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55.89%和 61.98%。 

第三季度，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778.33 亿笔，金额
3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6.78%和 47.99%。（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中消协约谈七家规模较大的共享单车企业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京召开共享单车企业公开约谈会，就消费者普遍关

心的押金和预付金存管、车辆投放与运维等问题约谈相关企业。摩拜、ofo、
永安行、小蓝等 7家共享单车企业参加了当天的约谈会。 

中消协表示，近期，部分共享单车企业因经营不善陆续停业使得相关
问题持续发酵，中消协和部分地方消协组织短期内收到大量消费者投诉和
情况反映，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信心受到影响。 

企业代表表示，将通过加强日常巡检、消费者反馈、车辆状态监测等
手段，进一步做好车辆的检修、保养和投放、流转等工作，更加方便消费
者使用。将积极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金融部门的联系，主动接受窗
口指导和监督管理，确保消费者押金和预付金额安全。 

据介绍，部分企业已经或正在与交通运输、城市管理、公安网监等职

能部门进行沟通和对接，做好车辆投放、公共秩序维护、信息安全等方面
的工作。中消协认为，共享单车是互联网租赁经营的创新形式，作为城市
慢行交通的新兴服务形式，具有公共性和便利性的特点，促进了消费者绿
色出行、便捷出行。（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深圳 23家医疗机构开通医保线上支付 

11月 30日，由深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协会、深圳市医学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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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业委员会主办，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深信服 2017 深圳
市卫生计生信息学术会议召开。 

据介绍，截至 2017年 9月底，已开通医保线上支付的医疗机构有 23
家，累积支付笔数约为 71 万，累积支付金额约为 7837 万元。截至 2017
年 8月底，开通预约挂号服务的医院有 105家，包括所有公立医院及部分
社会办医疗机构。全市单日的放号量已突破 20 万、预约量已突破 6 万人
次；单月放号量已突破 610万，预约量突破 180万。 

深圳将在 2018 年底前全面启动光纤专网实施，初步实现市属医疗卫
生机构网络互联互通。届时，市民在不同医院看病，影像报告、病例等信
息将实现零障碍互联。（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深圳市政公园园区及入口 500米内禁投共享单车 

深圳无绿道的公园全面禁行自行车，禁止互联网自行车租赁企业在市
政公园园区及其入口 500 米内投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深圳市城管局公
布，目前已在直属 14个公园划定 40个停车点，下一步将组织全市的市政
公园逐步划定相应的停车点。 

据介绍，市城管局召开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管理工作会议，约谈全
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提出五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各企业在全市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整治阶段暂停新投放单车；二是要求各企业切实加强自行
车的规范摆放管理；三是要求各企业与城管部门加强信息对接，将违法违
规停放自行车信息接入数字化城管平台进行管理；四是要求各企业加强对
用户规范管理，在加强对用户文明引导的同时，要对违法违规用户采取提
高用车费用、停用等多种措施进行有效处罚；五是要求加强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企业与城管部门沟通联络，配合管理并及时报送内部管理政策。 

据介绍，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占
用城市公共绿地，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其他公
共场所违规停放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企业和个人，分别依据《深圳市绿化
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进行查处。（来源：
本刊编辑部整理） 

 
双 12境外用户将首次参与 

今年 “支付宝 HK”将首次参与“双 12”。12 月 7 日，“双 12”国际
狂欢率先在香港启动。今年，境外有十余万商家为中国游客推出“支付宝
价”，香港、泰国、印度和菲律宾四个本地钱包也将首次加入“双 12”。
这意味着不仅是国内出境游用户，境外用户也可以正式参与全球“双 12”
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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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蚂蚁金服加快了各地本地钱包布局，先后在泰国、菲律宾
上线扫码付，而今年 5月推出的香港钱包“支付宝 HK”，上线两周内用户
数突破 10万，随后迅速推出支持缴交港灯公司电费、接入观塘宝达市场、
接入千辆的士等，并宣布 12 月中旬开通港铁扫码购票服务，已成为当地
主流电子钱包。（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媒体视点 

数字经济推动互联网创新浪潮 
12月 3日，世界互联网再度进入“中国时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在乌镇隆重开幕。来自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云集，20场论坛聚焦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各方面前沿热点，全球大咖与会碰撞智慧火花。各方
普遍看好数字经济推动新一轮互联网创新浪潮。 

开门请贤汇聚全球智慧 
1500 多位各国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

知名专家学者等济济一堂，400余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竞相
展示世界互联网最新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各方就大会主题“发展数字经
济 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展开热议。 

本届大会分论坛数量为历届新高，共设立分享经济、人工智能、互联
网精准扶贫、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国际合作等 20 个分论坛，更细更深入
更具实效地推动交流合作。 

其中，本届大会增设“互联网前沿技术”和“互联网与社会”两个板
块，前者聚焦全球互联网未来新趋势，探讨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前沿议
题；后者结合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互联网在扶贫减灾、
保护文化等方面的应用，彰显中国作为网络大国的责任担当。 

汇聚全球智慧，开门请贤把脉。本届大会一大特点是“开门办会”的
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升，邀请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移动通信协会等作为协办单位。
论坛还邀请 32 家国际组织，国内的部委、行业协会、知名企业等作为主
办单位。 

各方聚焦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和全球的发展新引擎。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2.4万亿，占 GDP的比重达到 30.1%。 
大会首日，各方交流离不开一个共同点：数字经济。“创新和技术驱

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融合发展至关重要。”小米公司总裁雷军
表示，互联网发展要与各方面相结合，将成果运用到各行各业的发展中。
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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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字经济，各国正在联手行动。中国、土耳其、沙特、塞尔维亚、
泰国等国家相关部门在会上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
议》，呼吁扩大宽带接入、促进数字化转型、电商合作、支持互联网创业
创新、加强数字化技能培训，同时促进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投资，推动城
市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推进国际标准化合作，各国共建和平、安全、开放、
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人工智能将掀“新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AI）堪比工业革命。大会吸引了全球知名互联网企业纷至

沓来，苹果、华为、微软、腾讯、IBM、阿里巴巴、英特尔、百度、京东、
联想、奇虎 360等互联网企业的掌门人纷纷现身，人工智能被各方认为是
主要风口和核心载体。 

未来中国互联网发展主要推动力是人工智能。百度董事长兼 CEO李彦
宏指出，互联网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等技术红利。
过去四年，中国网民成长速度已经慢于中国 GDP的增长速度，以软件为主
的互联网公司将成为过去式，未来对软件、硬件、服务相结合提出更高要
求。人工智能有三个成长动力：一是算法，深度学习的算法创新；二是算
力，计算成本不断下降，增强人工智能的实用性；三是数据，中国 7.5
亿网民随时更新的庞大数据集。 

“过去 30年，我们把人变成机器；未来 30年，我们将把机器变成人；
但最终应该让机器更像机器、人更像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说，未来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会取代大部分机械式工作，人类将会从事更
有创意、更有创造力、更有体验的工作。“人类要有自信，相信我们可以
控制机器。”（来源：本刊编辑部整理） 
 
 
 
 

 送：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发：市政府办公厅，市发改委，市经贸信息委，市科技创新委，市财政

委，市统计局，各区创新局，电子商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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