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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什么职业”“什么时候要

孩 子 ”“ 购 房 是 用 贷 款 还 是 全

款”……眼下正值求职旺季，很多求

职者表示在面试时经常被问及个人隐

私，虽不想回答，但为了找工作又不

得不说。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不少

求职者感觉在找工作时完全没有个人

隐私可言，很多企业没有“边界意

识”“问得没边儿”。

现实中，面试时被“扒”隐私甚

至被“扒个底儿朝天”，的确是不少

求职者的尴尬遭遇。企业面试何以喜

欢“扒”隐私？有的企业是为预估用

工成本，以确保招进来的员工高效工

作。求职者的婚恋、生育、经济、住

房及其贷款等情况，甚至父母及配偶

的职业和收入等信息，有助于企业判

断求职者是否有较大家庭羁绊，是否

具有过大经济负担、养老负担，是否

对企业抱有过高期望等，若达不到期

望就可能频繁跳槽。还有的企业认

为，面试询问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考

察求职者的应变能力，问隐私不是要

让求职者回答隐私。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扒”

隐私式的面试都是要不得的。根据劳

动合同法等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有权

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

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

是，用人单位的知情权仅限于“与劳

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一般

包括劳动者的健康状况、知识技能、

学历、职业资格、工作经历等，但劳

动者是否已婚已育、是否需要赡养老人、购房是用贷款还

是全款等个人隐私，并不属于用人单位知情权的范围。

更重要的是，“扒”隐私式面试对求职者十分不公

平，这容易加重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的主观判断成分，

有可能演变成就业歧视。一些求职者不肯回答，或者遇到

此类荒诞问题愤然离去，自然就没有被录用的机会。此前

有关部门曾专门出台规定，要求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

别歧视，不得询问妇女婚育状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

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扒”隐私

式面试屡禁不止，说明现实中确实有一些企业的招聘行为

需要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亟待树立“边界意识”，从工

作能力上考量求职者，不应向求职者提出与工作无关的问

题。如果偏离了面试的关注点，就难以招聘到真正适合企

业的人才。

服务消费扩容升级离不开政策支持
张 锐

我国服务性消费还有巨大的扩容与升级空间，服务性消费助力经济转型升级的动能将显著增强。

除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与加大市场开放程度，以引导更多民间资本与境外优质资本进入服务性消费

领域外，相关产业政策也存在比较大的赋能空间

好 公 司 缘 何 不 便 宜
周 琳

“整理师”走红带来诸多启示
钱夙伟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一季度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8.3%，幅度比去年末小幅回落了 0.7 个

百分点，但同期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

费支出却增长了 11.9%，比人均居民消

费支出增速高出 4.6 个百分点。相应

地，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

支出比重升至 47.7%，较上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这些都显示，我国居民

消费升级趋势继续强化。

动态地看，我国服务性消费还有巨

大的扩容与升级空间，服务性消费助力

经济转型升级的动能将显著增强。从消

费支出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服务性消费

支出占比为 47.7%，同欧美日等发达经

济体还有不小差距。从时间维度来看，

目前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仅相当于美国

上世纪 60 年代末以及欧盟 70 年代中期

的水平，后续上扬空间不言而喻。从人

均收入角度来看，国际经验表明，当人

均 GDP 达到 8500 美元以后，消费升级

与服务性消费占比将进入加速阶段，我

国人均 GDP 已达 9780 美元，服务性消

费占比提升具有强大支撑。按照服务性

消费随收入递增的规律，未来我国居民

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将为服务消费

性进一步扩张提供强力支持。

当然，相关预期必须建立在政策稳

定及不断完善的前提下。目前来看，除

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与加大市场开放

程度，以引导更多民间资本与境外优质

资本进入服务性消费领域外，相关产业

政策也存在比较大的赋能空间。比如，

在文化领域可以拓展数字影音、动漫游

戏、网络文学等数字文化内容，在旅游

领域可以实施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制

度，在养老领域可以鼓励更多社会资本

进入，在家政领域可以探索建立家政服

务保险制度，等等。同时，应积极建立

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等服务性消费标准

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市场监管。

除了生活性服务消费，还应当重视

生产性服务消费。相对于生活性服务消

费，生产性服务消费与经济的关联度更

高，拉动经济的效应更为显著。为此，

要重点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进程，鼓励和

支持制造企业通过发展个性化定制服

务、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等，

引导制造企业由重资产产品提供商向轻

资产产品服务商转变。同时，应推动制

造业国际合作由以加工制造环节为主，

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市场营销、品

牌培育等高端环节延伸，在增大服务消

费供给的同时，加速我国经济结构转型

升级。

需要强调的是，服务消费与实物消

费之间是彼此联动的关系，在服务性消

费拉动实务消费升级的同时，实物消费

也能催生和推动服务性消费。比如，通

过住房租赁化，能够催生专业化、机构

化的住房租赁企业，不断丰富相关服务

品种；通过汽车消费优化升级，能够促

进汽车赛事、旅游、文化、改装等汽车

后市场潜力的释放；通过对房屋装修、

养老院设备设施与教育培训环境的三维

全景环绕虚拟复制以及 VR 体验，可以

带来更多购买愿望，同时也让服务性消

费更接地气、更富张力。

相对于实物消费，服务性消费是一

种高端消费形态，但同样存在优化升级

的必要。比如，为满足和增强民众不断

增长的信息消费体验需求，应加强对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设备等产品的市场推

广以及技术改良。又如，应进一步完善

网络设施与服务，为扩大信息消费提供

坚实的技术支撑。

最近，一年一度的巴菲特股东大会引

起广泛关注。巴菲特最近讲的三句话颇

值得玩味：一是价值投资的“价值”并不是

绝对低市盈率，而是综合考虑买入股票的

各项指标；二是投资一家公司就是投资一

门生意，巴菲特很少用到“炒”字或短线持

有等字眼；三是在谈到高科技主题投资

时，巴菲特表示不大懂，可能会用子公司

或雇人来投资。三句话表述有异，但均指

向同一个主题：到底什么才是值得投资的

好公司？

这个问题说来容易，但答案却因市

场和投资者差异可能千差万别。在部分

国内投资者眼中，好公司应该是身边的

公司，既然涉及身边的“柴米油盐酱醋

茶”，那么产品就应该很畅销，曝光率很

高。有观点认为，好公司应该是酷炫风

格的公司，至少主题和故事应该让投资

者看起来高科技感十足。那些不提“圈

概念”、生态概念，不知大数据、人工智

能的公司，根本不能算好公司；还有人

主张，在市场热情高涨时，只要是低市

盈率的便宜公司就等同于好公司，脱离

基本面大幅上涨的公司比比皆是，股价

涨了赚钱了才是好公司。

好公司显然不等于绝对便宜的公

司，甚至有可能是高价股公司，但好公

司绝对经营着一门好生意。正因为公司

生意好、可持续发展，投资者不可能短

期就抛掉股票，就像部分国内投资者那

样经常热衷炒短、炒差。部分国内投资

者喜欢称之为炒股票，这个“炒”字往

往就容易犯短期持有或频繁交易的错

误，频繁交易只会给券商贡献佣金，投

资者自身的财富可能越炒越少，结果是

通过频繁交易赚取利益的初衷很难实

现，甚至资金越炒越少、越炒越难。

从公司自身的视角看，无论生意距离

日常生活远近，生意有无科技噱头，投资

者应有最基本的判断，即好公司的生意含

金量应该能看得到、看得懂。正因为生意

好，投资逻辑清晰、看得懂，公司不需要编

造花里胡哨的主题和故事吸引投资者；正

因为生意逻辑简单明了，不需要借助纷繁

复杂的主题概念来吸引短期资金炒作；也

正因为生意看得清、看得懂，也不需要公

司过度热衷营销、品牌推广或者让某某专

业人士“背书”。

从投资者视角看，买入好公司的时

间节点其实应该是“便宜”的，不然就

谈不上赚钱——但好公司在行业内部、

行业之间的比对应是“不便宜”。这个买

卖的时机、持有的时间、贵贱的标准没

有固定套路，需要投资者结合自身市

场、行业、公司情况以及经济大趋势，

综合判断公司的“便宜”程度。同时，

不应抛开公司生意和基本面，单纯依靠

短期股价、市盈率等指标机械判定公司

的投资价值。否则，到头来可能陷入越

买越跌的怪圈。

概言之，不论是远在云端的高科技公

司，还是近在身边的消费概念公司，那些

值得投资的好公司应当经营着一门投资

逻辑清晰、投资主题简单的好生意。这些

生意即便短期内看起来不便宜，但长期看

必然是物有所值，价格看涨。这正是巴菲

特要传递的长期价值投资精髓，也是资本

市场发展至今，投资股票就是投资未来发

展前景的大逻辑之所在。

花 2000 元请人上门整理家里的衣

橱，您能接受吗？近年来，随着消费

者对家庭收纳整理日渐重视，整理师

也在市场上走红。与家政服务不同，

整理师不是简单地收拾房间，而是要

通过规划去梳理家中需要哪些物品，

以方便使用。

目前，一些国家都活跃着不少职业

整理师，我国职业整理行业起步较晚，

但潜力不小。整理师的客户群以城市高

收入群体为主。比如，因工作忙而没有

整理收纳时间及经验的白领等，这类客

户往往物品量多，又不愿意随意丢弃，

整理师得反复上门服务。正因如此，整

理师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近些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递

增，就业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如今，社

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许多新行当层出不

穷，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影响了许多大学生原有的思维方式

和价值观念。对不少求职者而言，从事

甚至创造出一个既适合自己又适应市场

的新行当也并非难事。

青年人选择职业，如何实现个人价

值、超越平凡，“整理师”走红有启示

意义。对每个劳动者而言，只要热爱生

活，勤奋努力，又善于发现，有创新思

维，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和职

位，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实际上无处

不在。

好公司显然不等于绝对便

宜的公司，甚至有可能是高价

股公司，但好公司绝对经营着

一门好生意。不应抛开公司生

意和基本面，单纯依靠短期股

价、市盈率等指标机械判定公

司的投资价值。否则，到头来

可能陷入越买越跌的怪圈

近年来，公安、金融等部门不断加大对倒卖银行卡、支付账户等

行为的整治力度，但有媒体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此类违法交易仍然活

跃，银行卡“四件套”上千元、微信账号几百元、单位银行账户近万

元……犯罪分子用这些被买卖的账户实施网络赌博、洗钱、电信诈骗

等，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损害。打击非法买卖支付账户，关

键在于源头端治理，提高个人和单位非法买卖账户的违法成本，加大

对冒名开户的惩戒力度，将非法买卖账户等行为与个人和单位信用绑

定等，从而对相关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时 锋）

非法倒卖非法倒卖
程程 硕硕作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随 着 网 络 直 播 的 普 及 ， 个 人 隐

私也面临着被泄露的风险。比如，有

的餐厅为了宣传，直播食客吃相，引

发网友围观；还有的健身房直播顾客

健身以吸引眼球。

我 国 法 律 规 定 ， 公 民 享 有 肖 像

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

的使用公民肖像。未经允许就将他人

出现在直播画面中，无疑构成了对他

人肖像权的侵犯。从个人信息安全角

度来看，很多人对“被上传”“被围

观”完全不知情，商家泄露他人的隐

私，极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谨防“随意播”变成“侵权播”，

一方面需要拍摄者增强法律意识。商

家借助直播方式宣传产品，必须尊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征得他人同

意；另一方面，直播平台也应做好管

理工作，加强对播出内容的审核，不

给“随意播”提供便利。同时，相关

职能部门应加大对此类问题的监管，

规范直播平台的播出行为。

此 外 ， 消 费 者 也 要 增 强 维 权 意

识。面对商家的不法侵害，消费者有

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也可向消费者

权益保护协会举报、向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遏制网络直播侵权风险
杨玉龙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

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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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新兴职业规范管理
半小时内剥完3斤小龙虾，每天兼职最低4小时，可

获150元至200元的日薪。近日，一则“剥虾师”招聘启
事引发关注。随着互联网服务行业种类细分化，越来越多
的新兴职业走进人们的视野，比如陪跑师、遛狗师等。

【短评】 新兴职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职业细分和

消费升级引发的。同时，任何新兴职业的出现，都会经历

一个或长或短的磨合期。但是，由于对新兴职业从业者要

求与普通劳动者多少会有一些不同，因此监管部门需要顺

应形势，主动施策，应从完善相应法规的角度，对新兴职

业的准入标准、聘用及争议处理等加以规范，使监管跟上

新兴职业发展的脚步，促进用人单位、劳动者及消费者的

权益最大化。

别把“专业代吵”当生意
近日，“专业代吵服务”引发关注。有媒体调查发

现，在淘宝上，与此相关的业务并不少见，被以5元到
200元的价格挂在了商品展示页面。

【短评】 近年来，网上“代理”业务盛行，连“吵

架”“骂人”都成为赚钱牟利的商机，但其可能面临违法

悖德的风险，如果情节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还可能

构成辱骂罪，需负刑事责任。可以说，这样的生意不仅会

给当事人造成伤害，买家个人信息也存在泄露风险。因

而，相关平台对此类行为应严格规制，加强管控，坚决向

违法违规行为说“不”。在任何矛盾纠纷面前，“吵架”

“骂人”终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诉诸法律才是正道。

景区游览服务项目也应降价
据报道，张家界、黄山旅游、九华旅游等12家旅游

景区已登陆A股。其中，2018年黄山索道及缆车业务的
营业收入为4.96亿元，毛利率高达86.74%；2018年九华
旅游索道缆车业务的营业收入在四大业务板块中最高，达
到1.99亿元，毛利率高达80.54%。

【短评】 近年来，旅游景区执行门票降价政策取得了

显著效果，让游客得到了一定实惠。但是，游客负担过重，

不只是旅游景区门票过高，还有索道、缆车等服务项目收费

过高，一些跟团游客在游览景区时对是否乘坐索道、缆车等

并不具有自主选择权。要切实减轻游客游览景区的经济负

担，索道、缆车等游览服务项目收费也需回归合理价位。因

此，有必要出台措施，促进景区游览服务项目收费价格形成

机制更加完善、透明，收费标准更加公平、合理。


